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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商务区租赁需求强劲

全市甲级写字楼平均租金保持平稳，平均空置率有所下降。新街口等核心商务区可租赁面
积有限，但租赁需求依然强劲。
• 2018年前三季度，南京GDP总量达到9,458.34亿元，名
义增速为8.67%。
• 2018年第四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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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四季度，全市甲级写字楼净吸纳量共计21,632平方
米，同比上升51% 。

• 全市空置率环比下降2.23个百分点，至11.03%，同比
上升了0.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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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9
元，同比下跌0.5%。

• 信息科技、金融和生产制造业为2018年第四季度甲级
写字楼的主要需求租户。

• 2018年第四季度，新街口空置率环比下降0.31个百分
点，至4.37%；平均租金环比上涨0.35%，至人民币每
平方米每天5.37元。鼓楼区域空置率环比下降0.67个百

分点，至3.22%；平均租金环比下跌0.46%，至人民币
每平方米每天4.85元。河西新城空置率环比下降2.68
个百分点至13.05% ；区域租金保持在人民币每平方米
每天4.4元。

• 2019年，预计将有三个新项目入市，新增约426,000平
方米体量。

“ 预 计 2 0 1 9 年 将 迎 来 大 量 新
项 目 入 市，由 于 项 目 之 间 的
激 烈 竞 争，租 金 将 会 面 临 上
涨 压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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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甲级写字楼供应和存量，2014年至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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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项目入市，市场净吸纳量共计21,632平

环比下降0.67个百分点，至3.22% 。平均

级写字楼办公空间的主要需求租户。由于
方米，同比增长51% 。

2018年第四季度主要租赁成交包括：

-浙商资产在新街口的南京国际金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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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各区域甲级写字楼租金指数，Q1/2014至Q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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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置率和租金

项目入市，新增约42.6万平方米的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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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限制了其吸纳量的提高。区域需求的主
要驱动力来自金融、专业服务和信息科技

类企业，该类企业承租能力较强。2018年

年供应量或为历史新高，其中新增供应将
存量将被推升至141.6万平方米。然而，

河西新城作为空置率最高的商务区，虽然

区域规划利好较多，但业主依然将面临较

大租赁压力，因而或将通过延长租金折扣
等手段来吸引和维持优质租户，届时全市
平均租金也将面临稳定期后的下行压
力。

第四季度，区域空置率环比下降0.31个百

表1：南京未来代表项目，2019
项目名

建筑面积
（平方米）

商务区

开发商

国金中心

47,000

河西新城

新鸿基

河西德基

139,000

河西新城

摩根士丹利

金鹰世界

240,000

河西新城

金鹰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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