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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杭州大厦中央商城于2018年上半年入市，总建筑面积9.4万平方米，成为过去12个月核
心零售市场的首个新增供应。

 两个甲级写字楼项目于2018年上
半年交付，新增供应面积10.3万平方
米。

 全市甲级写字楼空置率半年环比下
降0.8个百分点至14.2%。

 2018年上半年甲级写字楼平均租
金半年环比上升1.6%达到人民币每平方
米每天5.4元。

 2018年上半年杭州主城区有四个
零售项目开业，新增零售面积39.8万
平方米。

 全市购物中心空置率半年环比上升
2.7个百分点达到11.0%，新项目入市导
致整体空置率有所上升。

  全市购物中心首层租金半年环比上
升1.0%至人民币每平方米每天18.9元。

“联合办公品牌例如SOHO3Q和
WeWork入驻杭州写字楼市场。
联合办公逐渐从乙级写字楼搬到
甲级写字楼，这将有助于杭州消
化甲级写字楼存量，另一方面可
能会对市场租金产生影响。”简
可，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图片：杭州大厦 中央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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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字楼市场
2017年杭州市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12,556.2亿元，实际同比增长8.0%。
服务业生产总值增长显著，达14%，
占2017年杭州国内生产总值的63%。
杭州市政府继续推动将杭州打造为区
域金融和科技中心。

供应和需求 
2018年上半年有两个项目入市，一个
项目位于钱江新城板块，另一项目位
于黄龙板块，合计新增供应面积10.3
万平方米。

高德置地广场位于钱江新城板块，写
字楼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整个高德置
地项目是一个体量为40万平方米的综
合体，包括名为ICON Residence的
住宅部分、卓美亚酒店、高端会所，
艺术展览中心以及一个建筑面积为10
万平方米的购物中心，该购物中心预
计2018年下半年入市。

黄龙万科中心A、B座于2018年上半年
入市，合计写字楼建筑面积4.3万平方
米。整个黄龙万科中心项目由9栋约
22万方的写字楼以及一个约8万方的
购物中心组成。项目一期G、H、I座
于2015年入市，目前接近满租，租户
包括百度钱包和众安保险。C、D座
和E、F座预计分别将于2019年和2020
年入市。

在需求方面，专业服务类、金融公司
和IT企业的需求仍保持活力；来自房地
产开发与建造行业的承租量在近几年
也明显增加。另外，联合办公品牌也
开始入驻杭州市场。例如，裸心社在
黄龙板块的欧美中心开设了第一个办
公点。SOHO 3Q 也在浙江财富金融
中心承租了约6千平方米。WeWork将
在2018年第四季度在工联大厦承租约
1万平方米。许多其他联合办公品牌都
预计在不久的将来扩张到杭州市场。

甲级写字楼租金和空置率
杭州甲级写字楼租金在2018年上半年
上升至人民币每平方米每天5.4元，半
年环比上升1.6%。钱江新城凭借高品
质以及集聚效应，租金稳步上升，该
板块租金增长也带动了非核心商务区
在上半年实现半年环比上升2.5%。同

时，传统商务区通过给予租金折扣来
吸引并留住租户，导致租金半年环比
下降0.4%。

杭州甲级写字楼2018年上半年空置率
保持平稳为14.2%。去除新项目的影
响，全市空置率半年环比下降3.4个百
分点。核心商务区空置率为16.5%，半
年环比上升5.8个百分点；非核心商务
区空置率为13.5%，半年环比下降2.7
个百分点。

钱江新城板块甲级写字楼空置率半年
环比下降3.2个百分点达到13.8%。由
于钱江新城交通设施和商务氛围双双
改善，加之租金比核心区域平均租金

低10%-20%，吸引越来越多企业来此
办公。同时，钱江新城板块的租金在
过去三年一直处于上升趋势，2018
年上半年板块平均租金达到人民币
每平方米每天4.99元，半年环比上升
3.1%。

黄龙板块空置率达到17.5%，半年环比
上升11.2个百分点。空置率上升的主
要原因是黄龙万科中心A、B座入市，
除去该影响，该板块空置率保持稳
定。武林板块2018年上半年空置率保
持稳定达到15.2%。黄龙和武林板块自
从全国性P2P整治风波之后，对租户性
质保持严格筛选。

图 2

甲级写字楼租金指数，2019年至2018年上半年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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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字楼散售市场
写字楼散售市场在2018年上半年增速
减慢，2018年1月-5月全市写字楼合计
散售成交38万平方米，平均成交价格
达到每平方米20,830元。在西湖区和
拱墅区包括浙商创投中心以及融创蓝
孔雀等项目平均成交价格高于每平方
米3万元。

写字楼市场展望
2018年下半年预计将有五个甲级写字
楼项目入市，合计新增供应量将达29
万平方米。其中，仅有一个项目位于
核心商务区即为位于武林板块的国大
城市广场。钱江新城板块预计将有三
个项目入市，包括自用项目浙江国贸
总部大楼、迪凯城星国际大厦A、B座
（其中B座预计将自用）、以及世包
国际中心西塔。迪凯城星国际大厦A
座以及世包国际中心西塔预计为销售
型项目。尽管2018年下半年新增供应

量比较大，但是预计新入市项目将会
或自用或销售，所以对整体租赁市场
的影响将会比较有限。在未来三年钱
江新城板块租赁性质的新增供应预计
将只有中国人寿大厦。随着该板块不
断吸纳现有存量，预计租金将仍有一
定上升空间，但是钱江世纪城在2021
年、2022年的大量新增供应届时将对
钱江新城板块造成一定竞争压力。

除了以上提到的一些板块，杭州政府
也在不断规划发展其他商业板块包括
钱江世纪城、未来科技城以及滨江区
域。钱江世纪城在2022年亚运会前
将有大量由包括绿地、华润、万科、
世茂以及信达在内的知名开发商开发
的项目。大体量的新增供应将会需要
一段时间消化，同时也会对周边区域
造成竞争压力。作为阿里巴巴淘宝城
所在地，未来科技城预计在未来几年
也会有包括EFC欧美金融城、万通中

心、奥克斯未来中心以及富力中心等
项目入市，区域内的高科技公司将成
为该板块的主要需求来源。另外，滨
江板块也将在未来几年推出一些甲级
写字楼项目，包括预计将在2018年末
入市的世茂智慧之门。

零售市场
2017年杭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到5,717亿人民币，同比上升10.5%。
作为旅游城市，旅游消费一直以来对
杭州零售消费市场有很大的贡献。在
2017年，杭州累计接纳游客人数达
到1.6亿人次，同比上升15.8%，实现
收入达人民币3,041亿元，同比上升
18.3%。

供应和存量 
2018年上半年杭州主城区共有四个新
项目开业，新增零售面积39.8万平方
米。其中包括位于核心商圈的杭州大
厦中央商城（武林板块）、以及位于
非核心商圈的西田商业城二期（城北
板块）、余之城（城西板块）、临平
理想银泰城（城西板块）。另外，位
于杭州郊区萧山区的华润万象汇也在6
月底入市。

杭州大厦中央商城建筑面积约9.4万
平方米，项目成为过去12个月核心零
售市场的首个新增供应，获得大量关
注。中央商城位于武林广场地下，项
目共两层，与地铁1号线武林广场站相
连。项目定位为年轻顾客聚集的潮流
之地，汇集了一些新潮品牌包括杭州
首家考拉网易线下店、中国首家阿迪
达斯跑步店、超级物种以及摩根家居
等品牌。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图 1

一手写字楼散售举例，2018年1月-5月

项目 区域
成交面积
(平方米)

成交均价
(元每平方米)

浙商创投中心 西湖区 1,585 30,916

华策中心 西湖区 2,635 28,498

杭州万通中心 拱墅区 2,121 27.065

图 3

主城区零售供应和存量，2008年-2018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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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田商业城二期位于城北板块，建筑
面积约为8万平方米。项目融入了各类
体验式零售项目包括赛车道，室内游
泳池以及其他体育娱乐项目。位于一
层的室内喷泉是西田商业城二期的点
睛之处、为顾客创造了犹如置身公园
的购物体验。西田商业城一期于2013
年6月入市。

余之城为地铁1号线南苑站上盖，建
筑面积约为11万平方米，项目由崇邦
集团开发。余之城的亮点包括由台湾
艺术工作室设计的屋顶花园，一条结
合了互联网星座运势和无人售货体验
的走廊以及一个演艺厅，该演艺厅首
场演出将由著名加拿大影子魔术师完
成。同时顾客会在余之城获得丰富的
娱乐体验，包括室内滑冰场、室内游
泳池以及高端KTV中心。优客工场在商
场四楼设置了联合办公区域，约有380
个办公位。

临平银泰城于6月中旬入市，建筑面
积约为11.4万平方米。商场为地铁1
号线临平站上盖项目，同时也是一个
68万平方米综合体中的一部分。该综
合体包括了住宅、商场、街边商业、
甲级写字楼、服务式公寓、以及五星
级酒店。临平银泰城入驻品牌包括
H&M、GAP、Tommy Hilfiger 以及
CK Jeans等。

华润万象汇位于萧山区中心位置，与
地铁2号线与地铁5号线（在建）人民
广场站相连。万象汇商业综合体总体
量32万平方米，购物中心部分建筑面
积约10万平方米。得益于华润的品
牌效应和优良的位置优势，华润万象
汇开业出租率接近95%，未来租金预
计会有很大的上升潜力。目前万象汇
拥有萧山区首家盒马鲜生，Armani 
Exchange, 乐高玩具以及戴森等知名
品牌。

除了主城区的四个商场，阿里巴巴在
未来科技城建造了其首个线下购物中
心--亲橙里。亲橙里建筑面积约为4万
平方米，项目主要为服务于阿里巴巴
员工日常所需，其中40%的区域为餐
饮。亲橙里同时也是阿里巴巴测试一
些新零售概念的场所，包含 AR商场

导购、VR试衣体验，以及精准广告投
放。销售在天猫上热选商品的淘宝心
选、展示阿里最新家用科技产品的天
猫精灵未来馆，以及有440个就餐位的
盒马鲜生均已入驻亲橙里。尽管目前
阿里巴巴的新零售技术都还在测试阶
段，但预计将对未来的零售市场带来
改革效应。

租金和空置率
全市优质购物中心首层租金半年环比
上升1.0%至人民币每平方米每天18.9
元， 主要由若干现有项目的租金年增
长所致。钱江新城板块租金涨幅最显
著半年环比上升1.7%达到人民币每平
方米每天26.7元，主要因为区域内的
一些优质项目包括地标项目来福士广
场的出色租赁表现所致。

不断增加的零售消费总额以及旅游产
业的发展使得杭州零售市场能够吸纳
大量的新增供应，全市空置率水平维
持在10%左右。2018年上半年由于
大量新增供应，杭州优质购物中心空
置率半年环比上升2.7个百分点达到
11.0%。得益于包括湖滨银泰四期等
优质项目的良好租赁表现，湖滨板块
项目平均空置率录得半年环比下降1.7
个百分点。另外，由于三个新项目入
市，城西板块和武林板块空置率半年
环比分别上升5.4个百分点和4.0个百
分点。 

图 4

零售租金和空置率，2017年上半年和2018年上半年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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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场消费能力强，使得这个城市
成为各品牌在中国东部范围上海以外
首选的开店城市。维多利亚的秘密在
In77D (湖滨银泰三期)开设了全品类
门店。杭州市民热衷购买住宅，家居
品牌在杭州零售市场占较大比例。同
时，在餐饮方面，杭帮菜在杭州仍然
为最受欢迎菜系，同时，火锅、日本/
韩国料理以及四川料理也颇受欢迎，
但是粤菜菜系在杭州面临更大的竞争
压力。

零售市场展望
2018年下半年零售市场将约73.1万平
方米的新增供应，其中包括大悦城、
黄龙万科中心、湖滨银泰五期（E区）
等地标性项目。尽管预计新增供应中
部分可能会延迟交付，2018年下半年
的新增供应量仍然会很高，预计市场
空置率将有所上升。同时，在嘉里中
心、大悦城、来福士等优质零售项目
的带动下，杭州整体零售市场的品质
将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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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图 2

主城区未来项目，2018年下半年

租户
商业面积

（平方米）
商圈 物业类型

大悦城 200,000 城北 购物中心

高德置地广场 100,000 钱江新城 购物中心

黄龙万科中心 80,000 黄龙 购物中心

西溪印象城二期 70,000 城西 购物中心

湖滨银泰五期（E区） 26,400 湖滨 购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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