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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新项目入市，同时甲级写字楼需求相对疲弱，2017年第二季度市场入驻率与平均租金均有所
下降。

  一个新项目于2017年第二季度交
付入市，全市存量提升至924,000平
方米。

 第二季度净吸纳量约15,686平
方米，环比上升17.8%，同比下降
24.5%。

 全市甲级写字楼空置率环比上升
0.2个百分点至8.0%，同比下降3.9个
百分点。

 甲级写字楼实际可达平均租金环
比下降1.7%至人民币每平方米每天4.9
元，同比下降1.0%。

“2017年下半年预计无新增供应，
市场入驻率预计将平稳上升而租
金将保持平稳。”简可，第一太平戴维
斯市场研究部

图片：河西CBD，河西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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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级写字楼市场
供应和需求

第二季度，仅位于新街口区域的金鹰

国际三期一个甲级写字楼项目交付

入市。-截至6月底，全市甲级写字楼

存量达到924,000平方米。过去一季

度，甲级写字楼的市场需求主要来自

医药、餐饮、金融及科技类行业，净

吸纳量达到15,686平方米，环比增长

17.8%，但同比下降24.5%。

2017年第二季度主要的租赁成交包

括： 

- 诺华医药和财通证券旗下某基金公司

分别于金鹰国际三期承租约300平方

米和500平方米。

- 通用磨坊和中航信托分别于中航科

技城1号楼承租约550平方米和450平

方米。

- 上海斐讯数据通信技术于金茂广场一

期扩租690平方米至1000平方米。

甲级写字楼租金与空置率

全市空置率环比微涨0.2个百分点至

8.0%。同期，甲级写字楼平均有效租

金比上一季度下降1.7%至人民币每平

方米每天4.89元。

由于许多有较高承租能力、涉及金融

服务和贸易行业的中小型企业开始缩

减规模，甚至退出市场，并且本季度

有新增项目于新街口区域入市。截至

2017年6月底，区域空置率较上一季

度提高3.2个百分点至9.8%。平均有效

租金环比下降2.2%至在人民币每平方

米每天5.18元。

鼓楼商务区项目的租户以中小型本土

企业和跨国公司为主，多来自金融服

务类行业。过去六年无新项目入市，

使得区域空置率稳定在较低水平达到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图 1
甲级写字楼供应与存量，2002年-2017年第二季
度

0.0

0.2

0.4

0.6

0.8

1.0

0

50,000

100,000

150,000

200,000

250,000

百
万
平
方
米平

方
米

供应 (左轴) 总存量 (右轴)

5.9%，比上一季度上涨2.7个百分点。

同时，受虚弱的甲级写字楼市场需求

和来自其他区域的竞争影响，许多业

主选择降低其项目租金水平来留住已

有客户并吸引潜在客户。截至2017年

第二季度，该区域平均有效租金环比

下降2.6%至人民币每平方米每天4.85

元。

河西新城是规划良好的新兴商务区，

周边商务氛围正逐渐形成。随着众多

政府职能部门迁至该区域，且区域租

金相较其他两个主要商务区占据优

势，越来越多的公司考虑搬迁或在该

新规划商务区扩张办公面积。由于过

去一年区域无新增甲级写字楼入市，

该地区的空置率录得明显降幅，环比

下降5.2个百分点至6.0%。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图 2

甲级写字楼各区域市场租金与空置率，2017年
第一季度vs 2017年第二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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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字楼投资市场
南京，如同大多数其他二线城市，市

场大宗投资交易较少。这一方面由于

可投资物业有限，写字楼资产大多散

售或品质不够理想。同时，相比南京

火热的一手商品住宅市场，南京写字

楼租赁与销售市场需求都较为疲弱。

另外，许多国内企业倾向于拿地开发

并自持，这同样也减少了市场上的可

投资机会。

市场展望
2017年下半年预计无新增供应入市，

全市存量将保持在924,000平方米。

这将有利于现有项目租金的稳定，并

加速其消化。因此，全市入驻率预计

将呈上升趋势，而租金水平则保持相

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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