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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互联网金融和贸易金融行业公司扩大在二线城市的布局。伴随着新街口区域德基广场的租户
和租金调整，2017年第三季度全市的空置率显著下降。

  2017年第三季度无新项目交付。
金鹰三期（B座）转变为医疗产业基
地，将全市甲级写字楼存量减少至86.8
万平方米。

  第三季度全市净吸纳量为4,181平
方米，环比下降73%，同比下降84%。

  全市范围内空置率环比下降2.6个
百分点，同比下降2.5个百分点，至
5.4%。

  甲级写字楼租金平均为4.97元每平
方米每天，环比上升了1.6%，同比下
降2.3%。

“南京青奥双塔楼将为河西区域
带来6万平方米的新增供应。”简
可，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图片：南京青奥双塔楼，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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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级写字楼市场
供应和需求
2017年第二季度入市的金鹰国际三
期（B座），在第三季度转变为医疗
产业基地，这个转变将全市甲级写字
楼存量降低至86.8万平方米。医学、
互联网、金融和科技公司为南京甲级
写字楼主要需求租户，净吸纳量达到
4,181平方米，环比下降73.3%，同比
下降84%。

2017年第三季度主要租赁成交：
- 由阿里巴巴和蚂蚁金服共同创办的口
碑平台，在鼓楼区中海大厦租赁370
平方米的面积。

- SOHO3Q商务中心，由SOHO中国
成立的移动办公共享品牌，在河西新
地三期租赁了6000平方米的面积。

- 雷格斯在新街口德基广场租赁整层，
面积约为2,000平方米。

空置率和租金
全市范围的租金环比显著下降了
2.56%至5.45元每平方米每天，甲级
写字楼的平均租金环比下降了1.6%至
4.97元每平方米每天。

大量的金融互联网和贸易互联网企业
在二线城市扩大了布局，这些企业能
够支付相对较高的租金。新街口区域
由于现有供应项目的租户和租金调
整，主要是由于德基广场二期的租金
和租户调整，空置率环比下降了4.64
个百分点至5.2%。平均租金下降了1%
至4.93元每平方米每天。

鼓楼商务区的项目的入驻企业以国企
和跨国公司为主，主要为金融行业。
在过去的五年里，鼓楼区域的入市项
目较多，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项目数量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
在2017年第三季度，空置率上升至
6.1%。平均租金维持在4.85元每平方
米每天。

河西新城的商务环境随着区域的规划
不断地发展，一些市政单位将办公地
点迁至这个区域，由于此区域的租金
低于鼓楼和新街口两个区域，许多企
业会在政府单位的带领下，将办公区
域迁至此或在此区域内另设办公地
点。然而，由于区域内现有的项目选
择较少，许多潜在的租户仍未迁至此
区域，他们对高品质开发商开发的几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图 1
甲级写字楼供应和存量，2002-2017第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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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未来供应项目保持观望的态度，比
如预计2018年交付的由新鸿基开发
的国金中心项目。区域内的平均租金
环比下降了0.47%，至5.53元每平方
米每天，第四季度河西青奥双塔楼的
交付将会在短期内提高区域内的空置
率。

市场展望
第四季度预计将有河西青奥双塔楼会
入市，体量为6万平方米。 2018年预
计将会有三个新项目入市，分别是新

鸿基国金中心，德基世贸中心和招商
银行大楼。

这些大体量甲级写字楼项目将会在短
期内提高河西区域内的空置率，然
而，这些新项目的品质和政府政策支
持在长期将有助于稳定区域的吸纳量
和租金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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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季度vs 2017年第三季度

0%

2%

4%

6%

8%

10%

12%

0

1

2

3

4

5

6

新街口 鼓楼 河西 全市

人
民
币
每
平
方
米
每
天

Q2/2017租金（左轴） Q3/2017租金（左轴）

Q2/2017空置率(右轴) Q3/2017空置率（右轴）



市场简报 | 南京写字楼

03  

2017年11月

Please contact us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search 

Savills plc
Savills is a leading global real estate service provider listed on the London Stock Exchange. The company established in 1855, has a rich heritage with unrivalled growth. It is a company 
that leads rather than follows, and now has over 700 offices and associates throughout the Americas, Europe, Asia Pacific,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This report is for general informative purposes only. It may not be published, reproduced or quoted in part or in whole, nor may it be used as a basis for any contract, prospectus, 
agreement or other document without prior consent. Whilst every effort has been made to ensure its accuracy, Savills accepts no liability whatsoever for any direct or consequential loss 
arising from its use. The content is strictly copyright and reproduction of the whole or part of it in any form is prohibited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Savills Research.

James Macdonald
Director
+8621 6391 6688
james.macdonald@savills.com.cn

Jeremy Sun
General Manager
+8625 5772 0911
jeremy.sun@savills.com.cn

Agency 

Siu Wing Chu
Managing Director
+8621 6391 6688
siuwing.chu@savills.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