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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2018年第三季度全市范围无甲级办公项目入市，各个商务板块的租金保持相对稳定，河
西新鸿基IFC样板房的入市吸引了大量潜在租户前去参观。

 2018年第三季度，无新项目交
付，全市甲级写字楼市场存量保持在
近99万平方米。

 第三季度净吸纳量共计6,856平方
米，同比上升64% 。

 全市空置率环比下降0.71个百分
点，至13.26%，但是同比上升了7.28
个百分点。

 全市甲级写字楼平均租金为人民
币每平方米每天4.88元，同比下跌
1.77%。。

“2018年第三季度全市范围无
甲级办公项目入市，各个商务板
块的租金保持相对稳定，河西新
鸿基IFC样板房的入市吸引了大
量潜在租户前去参观。”简可，第一
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图片：河西新鸿基I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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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和需求
2018年第三季度，无甲级写字楼项
目入市，全市甲级写字楼市场存量保
持在近99万平方米。本季度，信息科
技、金融和生产制造业（销售等支持
部门）是甲级写字楼办公空间的主要
需求租户。由于新项目入市，市场净
吸纳量共计6,856平方米，同比增长
64% 。

2018年第三季度主要租赁成交包括：
• 锐力体育在新街口的南京中心租赁了
569平方米的面积。

• 联创伟业科技在西安门的中航科技城
租赁了2,200平方米的面积。

• 天派电子在景枫中心租赁了1,500平
方米的面积。

• 宁句轨道交通在新街口的珠江壹号。

空置率和租金
全市空置率环比下降0.71个百分点，
至13.26%；甲级写字楼平均租金保
持相对稳定，为人民币每平方米每天
4.88元。

新街口
作为南京三大商务区中最成熟的商务
区，新街口办公楼的入住率和平均
租金处于最高水平，但其有限的可租
赁面积限制了其吸纳量的提高。区域
的主要租户为金融、专业服务和信息
科技类企业，该类企业能够承担较高
的租金。由于中航科技城的租户成
交，2018年第三季度，该区域空置
率小幅下降，环比下降了0.43个百分
点，至4.68%。平均租金环比上涨了
0.63% ，至人民币每平方米每天5.34
元。

鼓楼
鼓楼地区受限于项目供应和租赁空
间，缺乏相对成熟的商务办公集聚氛
围。 2018年第三季度，该区域空置率
环比上升至3.88%。租金保持在相对
稳定的水平，至人民币每平方米每天
4.8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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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2018第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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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新城
随着新鸿基IFC样板房的面市，大量
前在租户在河西区域寻找高品质的办
公空间，由于青奥双塔楼新租户的成
交，空置率环比降低至15.73%，环
比下降了0.66个百分点。租金小幅下
降了 0.9% ，至人民币每平方米每天
4.40元。

百家湖
由于二季度景枫中心的入市，更多的
甲级办公租户涌入百家湖板块，该项

目内的成交使得整个百家湖板块的空
置率下降至77%，平均租金保持在相
对稳定的水平，为人民币每平方米每
天3.2元，其租金水平低于全市其它的
商务板块。  

市场展望
招商银行大厦由原先暂定的三季度入
市推迟至2018年第四季度交付。这是
2018年下半年唯一一个计划入市的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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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二季度
vs 2018年第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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