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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来自金融和专业服务行业的办公需求强劲，加之政府大力扶持，预计年内武汉写字楼
市场吸纳量有望创新高。

 一季度，甲级写字楼市场迎来一个
新项目（光谷新世界）交付入市，为
市场增加87,400平方米新供应。截至季
末，全市甲级写字楼存量推升至157万
平方米。

 一季度，甲级写字楼整体空置率环比
小幅下降0.2个百分点至35.5%。

 一季度，甲级写字楼平均租金环比下
跌0.7%至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116元。

 一季度，无优质零售项目入市。截
至季末，全市零售存量维持在502万平
方米。

 全市优质购物中心首层租金指数环比
上涨0.2%至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496元。

 全市优质购物中心空置率环比微降
0.1个百分点至6.6%。

“作为华中地区第二大人口城市，武
汉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赶超全国平
均水平，加之许多商业项目在建或
规划，未来武汉对零售商拓展版图
依然颇具吸引力。” 简可，第一太平戴维

斯市场研究部

图片：光谷新世界，光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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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写字楼租赁成交精选，2018年第一季度

表 1

甲级写字楼市场表现，2018年第一季度

图 1

甲级写字楼供应、吸纳和空置率，2008
年-2018年第一季度

写字楼市场
供应、吸纳和空置率
一季度，一个全新甲级写字楼项目交
付入市，即位于光谷商务区的光谷新
世界，为市场增加87,400平方米新增
办公面积。截至季末，全市甲级写字
楼市场存量推升至157万平方米。

光谷新世界T1是光谷新世界综合体项
目的写字楼部分，作纯租赁用途。该

综合体项目由新世界中国地产开发，
除写字楼以外，还包括高端购物中心
K11、新世界酒店和住宅部分等。目
前从项目步行到最近的地铁站（2号线
光谷广场站）约需35分钟，待11号线
关山大道站开通后，项目与地铁站的
步行距离将缩短至五分钟，为通勤族
带来利好。

市场吸纳量依然强劲，一季度净吸纳
量共计约59,400平方米，处于历史相
对高位。这主要归功于光谷板块的贡
献，共计36,700平方米，且大部分位
于本季新入市的光谷新世界。

同国内许多重点城市类似，武汉甲
级写字楼需求多来自金融和专业服
务类公司，同时高科技、媒体、电信
（TMT）行业和联合办公品牌继续扩
张。例如，国内联合办公品牌——品
创商务在汉口沿江商务区的天悦外滩
中心承租约9,000平方米办公面积；广
东广信通信服务公司在硚口区的越秀
财富中心承租6,200平方米办公面积。

尽管有新项目入市，但由于市场需求
依然强劲，一季度全市甲级写字楼空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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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率环比下跌0.2个百分点至35.5%。
武汉中央商务区的空置率自去年三季
度以来一直处于全市最高水平（2018
年第一季度63%，2017年第二季度仅
2%），这主要是由于去年三季度民生
金融中心项目交付入市，为市场增添
了84,500平方米新办公面积。

租金1

一季度，全市甲级写字楼平均租金环
比下跌0.7%，至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
116元，较去年同比下跌1.3%。

自2012年二季度武汉天地的第一栋写
字楼纳入租金计算范畴后，武汉次级
商务区2甲级写字楼平均租金高出核心
商务区约15-20%。随后的两三年中，
由于次级商务区有更多低于区域平均
租金的新项目交付入市，这一租金差
据收窄至3-5%。过去一年中，次级商
务区的甲级写字楼平均租金已被核心
商务区反超。2018年一季度，武汉核
心、次级和非集中商务区的甲级写字
楼平均租金分别达到人民币每平方米
每月119元、116元和112元。
1租金自项目交付6个月后计入数据库并监测。
2核心商务区包括建设大道和中南中北路；次级商务
区包括航空路、汉口滨江和光谷；非集中商务区包括
武昌滨江、武汉中央商务区等。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供应量 (平方米) 吸纳量 (平方米) 空置率 存量 (平方米)

 核心商务区 0 7,500 28.1% 657,200

 次级商务区 87,400 48,300 34.3% 644,900

 非集中商务区 0 3,600 56.8% 265,800

 全市 87,400 59,400 35.5% 1,567,900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租户 项目 区域 商务区 承租面积 (平方米)

 品创商务中心 天悦外滩金融中心 江岸 汉口滨江 9,000

 广信通信服务 越秀财富中心 硚口 航空路 6,200

 掌小门 光谷新发展国际中心 洪山 光谷 4,000

 出门问问 保利国际中心 洪山 光谷 2,000

 康明斯 保利国际中心 洪山 光谷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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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写字楼一手散售项目成交案例，2018年1-4月

得益于长城汇项目相对出色的租金表
现，中南中北路板块已超越汉口沿江
商务区，连续两个季度成为全市甲级
写字楼平均租金最高的商务区。2018
年一季度录得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
124元。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项目 区域 商务区 成交面积
（平方米）

成交均价
（人民币每平方米）

 绿地中心 武昌 武昌滨江 11,405 25,900

 世纪中心 江汉 汉口滨江 8,024 23,900

写字楼散售市场
一季度，写字楼散售市场相对放
缓。2018年1-4月，二环内办公产权
散售项目共计成交约10.1万平方米
面积，成交均价约人民币每平方米
20,600元。部分沿江项目甚至录得人

民币每平方米25,000元以上的高价，
例如位于武昌滨江商务区的绿地中
心。

写字楼市场展望
目前而言武汉甲级写字楼市场供求相
对平衡，但未来或面临供过于求的局
面。

预计年内将有近57万平方米写字楼面
积交付，但不排除一些项目延迟交付
的可能。年内值得关注的未来供应包
括：建设大道的卓尔国际中心、汉口
沿江商务区的天悦外滩金融中心，以
及中南中北路的帝斯曼国际中心等。
预计未来五年还将有近240万平方米优
质写字楼面积竣工入市，其中约86%
位于汉口，14%位于武昌。大量未来
供应将使业主承压，从而抑制租金上
扬。

被誉为“武汉金融街”的建设大道是
许多大型国有银行、保险和证券公司
的聚集地，其在各商务区之中的重要
地位依然难以动摇，未来将持续吸引
稳定需求。而随着次级商务区的大量
高品质写字楼项目交付或在建，一些
办公升级需求和新租需求将从核心商
务区转移至次级商务区，尤其是光谷
板块。在如今TMT行业大势趋动的背景
下，未来光谷将吸引更多IT以及电子类
公司入驻。

作为湖北省省会，武汉享有重要的政
治及经济地位，城市基础建设也在快
速发展，且在“资智回汉”等人才举
措的支撑下，武汉将继续受到投资客
青睐，同时吸引企业总部落户，从而
进一步推动办公需求。

零售市场
2018年开年以来，武汉零售额保持强
劲增长势头，1-4月，全市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达到人民币2,103亿元，
同比增长10.7%。武汉常住人口占全
省的18.5%（1,090万），零售额占比

图 2

主要商务区甲级写字楼租金及空置率，2018年第一季度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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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武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00年-2018年4月

数据来源：武汉统计局、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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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高达37%。人民生活方面，2017年
武汉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人民币
43,400元，较去年同比提高9.2%，高
于全国8.3%之涨幅。

供应和存量
继去年第四季度四个全新商场开业后
(合计36.4万平方米商业面积)，2018
年一季度无优质零售项目入市。截至
季末，全市零售市场总存量维持在500
万平方米。过去六年以来，无优质百
货项目供应。当前，购物中心约占零
售总存量的80%。

值得关注的是，去年四季度开业的光
谷K11购物中心为市场带来了许多体验
式文创品牌，包括全爱工匠、作物和
都市农庄等。

租金和空置率
一季度，购物中心首层租金指数环比
小幅上涨0.2%，达到人民币每平方米
每月496元。其中核心商圈3、非核心
商圈的平均租金分别达到人民币每平
方米每月733元和457元。

就购物中心平均首层租金而言，武广
商圈领跑全市，于2018年第一季度达
到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825元。截至
季末，武广商圈的零售市场存量接近
76.6万平方米，零售类型覆盖百货、
购物中心和街铺，主要定位于中高端
消费群体。武汉本地开发商巨头武商
集团持有区域内最大零售市场份额，
包括两个百货商店以及武汉最大最高
端的购物中心项目——武汉国际广
场。

本季度，全市优质购物中心空置率环
比下降0.1个百分点至6.6%。其中核心
商圈平均空置率维稳在4.6%，非核心
商圈空置率则环比微跌至7.4%。

顺应线上至线下的大势，“新零售”
的落地和扩张同样影响着武汉这座城
市。4月，盒马鲜生的武汉首店开门
迎客，店铺位于泛悦汇项目（前身为
南国首义汇），占地4,100平方米。此
外，餐饮业态同样积极扩张。创立于
2013年的武汉本土美食汇品牌——公
元铭美食广场在和记黄埔M+购物中心
开出新店，占地1,900平方米，未来还
将实现全国扩张。

3核心商圈包括江汉路和武广；非核心商圈包括汉口
滨江、徐东、中南中北路、光谷和王家湾等。

零售市场展望
年内预计将有六个全新购物中心项目
开业，预计将为市场增添近47.2万平
方米商业面积。其中，位于武昌滨江
的绿地缤纷城、位于中南中北路的帝
斯曼国际中心，以及武广商圈附近的
环贸ICC等值得关注。

未来五年，武汉零售市场预计还将迎
来310万平方米的新供应。而随着恒
隆、金地、远洋、华发、华润、中粮
等国内外知名发展商陆续布局，未来
武汉零售市场版图将更为多样化，但
同时竞争也将更加激烈。现有项目业
主须采取差异化运营战略和新亮点，
以提升客流量，从而保留优质商户、
确保入驻率。

武汉当前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说达到
空前规模，从地铁到机场再到桥梁和
高速全面覆盖。尽管短期来看，交通
拥堵和空气污染等负面影响恐将持
续，但放眼长远，城市环境的显著改
善将进一步利好商业市场、刺激经济
增长。

武汉作为华中要地，交通网络日益完
善，不仅富有经济活力，高等教育资
源也相当有竞争力。这些多重优势将
助力武汉发展成为中国“纽约”，为
中国的经济版图增添一抹重彩。  

图 4

零售供应与存量，2000年-2018年预计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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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购物中心租金和空置率，2018年第一季度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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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近期新开店铺案例精选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租户 业态 项目 商圈 楼层 面积（平方米）

 盒马鲜生 超市 泛悦汇 司门口 B1 4,100

 三只松鼠 超市 武汉国际广场 武广 1F 800

 极鲜工坊 超市 汉商21世纪购物中心 王家湾 1F 160 (估)

 小米之家 电子 万达广场 汉街 1F 1,500

 全爱工匠 休闲 K11 光谷 3F 1,000

 公元铭美食广场 餐饮 M+购物中心 江汉路 5F 1,900

 胡桃里音乐酒馆 餐饮 武商众圆广场 建二 1F 450 (估)

 云海肴 餐饮 武汉国际广场 武广 8F 400

 S Galaxy Tokyo 服饰 武汉国际广场 武广 4F 1,000

 UME国际影城 娱乐 印象城 和平大道 3F 3,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