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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上海写字楼市场表现高出预期，稳定的吸纳量抑制了空置率大幅上升，浦东市场租金的
大幅上涨带动了全市租金在近三个季度内的首次上涨。

 两个新项目在2014年第二季度入
市，带来新增供应106,000平方米，全
市甲级写字楼存量达540万平方米。

  第二季度甲级写字楼净吸纳量达
88,500平方米，其中近期入市的金虹
桥国际中心和企业天地5号入住率提
升较快。

 全市甲级写字楼空置率较上一季度
上涨0.2个百分点至7.0%。

 尽管个别地区租金波动较大，全市
平均租金上涨1.3%至人民币8.49元每
日每平方米。

 本季度共有四宗大宗交易完成，交
易总金额达90亿元人民币。

  本季度全市甲级写字楼毛收益率保
持在5.2%不变。

“浦东市场依旧供不应求，浦西
市场尽管空置率高企租金水平
仍保持稳定。对浦东写字楼的
需求压力在下半年新项目入市
后将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简可,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图片：恒基688，静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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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概述
全市写字楼市场在第二季度保持稳

定，两栋写字楼完工交付，带来新增

供应106,000平方米。在本年余下时间

内，预计将有三个新项目交付，其中

包括陆家嘴世纪金融广场1-3号楼，它

将为市场带来250,000平方米新供应。

2014年第二季度净吸纳量达到88,500

平方米。本季度吸纳量较上一季度减

少主要是由于浦东缺乏新增供应和空

置面积来满足市场需求导致。全市空

置率上涨0.2个百分点至7.0%，其中浦

西中央商务区录得最高空置率12.0%，

较上一季度上升2.2个百分点。浦东和

浦西间的空置率差距继续拉大，进而

导致租金水平的分化。

2014年第二季度中国GDP增速达到

7.5%，使得经济增长回归到7.5%的

预期水平上来。跨国公司在进行扩张

计划时依然较为保守，而内资金融公

司仍是吸纳高端写字楼空间的主要动

力。

第二季度，全市甲级写字楼租金上涨

1.3%至人民币8.49元每日每平方米，

是过去三个季度以来的首次上涨。这

是浦东强劲的需求和浦西相对稳定的

租金水平共同作用形成的。

浦东继续录得最大租金涨幅，环比上

涨3.4%至人民币8.9元每日每平方米，

与去年同期水平大致相同。浦东中央

商务区租金环比上涨2.9%，而次级商

务区则上涨4.1%，为近九年内最大增

幅。

浦西租金上涨了0.1%，这是由于部分

业主通过之前的优惠政策提高了入住

率后再度上调了租金水平。浦西中央

商务区环比下跌0.2%，而浦西次级商

务区上涨0.3%，结束了连续三个季度

的下跌。

浦东中央商务区有限的存量和未来供

应以及来自金融和保险公司的旺盛需

求带来需求的外溢。浦东中央商务区

和次级商务区的租金预计都会在未来

几个季度继续上涨。

市场新闻
上海自贸区新版“负面清单”出炉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自贸区）近期

公布了2014版“负面清单”，清单自

公布之日生效。相比于2013版负面清

单，新版负面清单针对外商的特别管

理措施由原先的190条调整为139条，

减少了51条。其中，重点的变化包括

有14条原对外商投资的资格要求和最

大股比的限制被取消，19个领域的投

资限制被放松，其中包括制造业、房

地产和海事服务。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中国区市场研究部

图 1
甲级写字楼租金指数，1999年第二季度-2014年第二季度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中国区市场研究部

图 2
甲级写字楼供应、吸纳和空置率，2000
年-2014年第二季度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中国区市场研究部

图 3
中心商务区租金及空置率，2013年第四
季度与2014年第二季度

STV Chart CN (2)

Page 1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Q
2/

14
 

万
平

方
米

 

供应量 （左轴） 吸纳量 （左轴） 空置率 （右轴） 



savills.com.cn/research  03  

 2014年7月市场简报 | 上海写字楼

在金融领域，境外投资者不再被限制

投资财务、信托公司以及货币经纪公

司。

在房地产领域，境外投资者被允许建

设、经营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而

以前仅对合资企业开放的土地成片开

发的限制也被取消。另外，限制投资

房地产中介与经纪公司的规定也被取

消。

尽管自贸区自成立伊始改革速度较为

缓慢，但负面清单的缩减体现了政府

在改革方面的决心。相关产业的开放

对自贸区建设和其经验在全市和全国

的推广都将十分有益。

国务院推进证券机构创新发展

国务院日前颁布《关于进一步促进资

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简

称新“国九条”），旨在进一步开放

资本市场，提高券商机构服务业竞争

力。在行业竞争压低佣金收入且承销

业务逐渐减少的背景下，这些新的激

励政策将帮助券商从传统的经纪人向

现代投资银行转变。

为了给予证券市场更大的空间进行业

务创新和多元化经营，国务院将鼓励

券商发展资产管理，参与到债券、货

币和商品期货市场，并发展金融衍生

产品。这些举措将有利于培育本土现

代投资银行，支持业务和产品创新，

并推动监管职能转变。

随着上海正逐渐巩固其金融中心的地

位，此次改革将对上海金融企业扩大

并分散业务线带来积极利好。此举连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中国区市场研究部

表 1
精选租赁成交案例，2014年第二季度

客户 项目 地址 承租面积
（平方米）

花旗银行集团 陆家嘴金融服务广场 浦东 10,000

平安保险 金虹桥国际中心 长宁 5,000

兴业证券 财富广场 浦东 4,000

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 金外滩国际广场 黄浦 3,300

骏福股权基金 会德丰国际广场 静安 2,100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中国区市场研究部

表 2
写字楼整栋交易案例，2014年第二季度

项目 位置 交易金额
（亿人民币） 买家

绿地中心二期 徐汇 4,403 平安信托

瑞金大厦 黄浦 1,653 宝矿集团

保利One56 浦东 1,588 泰隆银行

华润万象城 闵行 1,336 待定

同近期上海推出的一系列地区性金融

扶持政策，将有效推动金融创新的不

断深入。

“营业税改增值税”将进入房地产行

业

近日，中国财政部部长及国税局局长

分别表示，中国将在2016年基本完

成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下一

步“营改增”范围将逐步扩大到建筑

业、房地产业。针对此次改革，财税

部门已和有代表性的房地产商进行过

前期的沟通和调研。此次改革被认为

将通过抵减土地、材料和劳务等增值

税来减轻开发商的税收负担。此项改

革将可能影响的另一个方面是在物业

租赁领域，如企业将可以抵扣写字楼

租赁的增值税。但是，由于目前具体

政策尚未出台，此次改革对房地产行

业造成的实质性影响仍有待观察。

全市空置率上涨0.2个百分点至7.0%。

仅有两个有新项目入市的商务区——

南京西路和老黄浦出现了空置率上

升，分别为16.2%和11.5%。

浦东市场空置率依然保持最低，且小

陆家嘴和浦东其他地区空置率皆为

200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鉴于可租赁

面积有限，小陆家嘴第二季度的净吸

纳量只有6,900平方米，从而推动租金

上涨2.9%。 浦东其他地区受到陆家嘴

需求外溢的影响，在所有商务区中租

金涨势最强，环比上涨4.1%。

浦西所有的子市场租金表现都较为稳

定。淮海中路和长宁区空置率下降最

为明显，分别为4.5和3.6个百分点，这

主要是由于近期交付项目入住率的提

高。因为无新项目供应且需求较为稳

定，徐家汇目前是最为平稳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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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中国区市场研究部

表 3
写字楼主要一手成交案例，2014年第二季度

项目 区域
成交面积

（平方米）
成交均价

（人民币每平方米）
备注

保利One56 浦东 25,525 91,173 包含大面积成交

绿地中心二期 徐汇 3,237 59,383 未包含整栋收购

汇京国际广场 长宁 1,643 58,112 -

绿地浦创商务大厦 虹口 3,327 53,690 -

绿地汇创商务广场 徐汇 5,816 52,733 -

尽管南京西路和老黄浦地区的空置率

受新项目的影响被拉高，当地平均租

金变化却并不明显。

两个新项目——黄浦区的金外滩国际

广场和静安区的恒基688于本季度交

付，带来106,000平方米的新增供应，

致使市场总存量达540万平方米。

第二季度市场净吸纳量达88,500平

方米，带来全年净吸纳量254,000平

方米。本季度吸纳量较上一季度有所

下滑且需求主要集中在近期交付的项

目。内资金融机构的租赁需求最大，

跨国公司则由于预算较低而表现并不

活跃。

投资市场
上海写字楼投资市场本季度继续保持

活跃，共实现四宗大宗交易，总交易

金额达90亿元人民币。由于租金和回

报率（毛收益率略高于5%）变化不

大，资本价值本季度维持稳定。

国际投资者因为货币风险、回报率不

稳定和疲软的经济形势而在投资行为

上十分保守。另一方面国内投资者由

于能获得低成本的融资渠道而成为市

场上的主力买家。于此同时，一部分

投资者转向投资商业和物流园区以期

获得更高回报和增值空间。

第二季度最大一宗交易是由平安信托

完成，其在五月份以44亿元人民币收

购了位于徐汇区的绿地中心二期两栋

写字楼用于自用。宝矿集团耗资16亿

人民币通过境外股权交易收购了黄浦

区的瑞金大厦。该大厦在收购后将继

续用于出租使用。

此外，总面积达60,800平方米的闵行

万象城的三栋写字楼以17.4亿元人民币

售出，买家信息待定。

第二季度散售市场较上一季度表现更

为活跃，成交面积（347,700平方米）

是第一季度的两倍。自用型需求仍然

是推动市场的主要力量，大多数写字

楼面积由内资金融公司和中小企业购

入。由于浦东，尤其是陆家嘴地区严

重的供不应求，保利国际广场作为浦

东核心区域少有的散售项目十分受到

市场欢迎，成交均价为本季度全市最

高。

由于目前回报率低且融资难度较大，

散售成交的买家一般都是现金充足的

投资者，他们一方面希望通过资本升

值来获得回报，另一方面他们购入写

字楼自用以满足长期办公需求并抵御

租金上涨。

市场展望
2014年余下时间核心区域将会有3个

新项目入市，共计新供应362,500平方

米。在本年第三季度，227,500平方米

的面积将交付入市，全市空置率也将因

此被推高。

值得注意的是，陆家嘴世纪金融广场

项目二期将于今年下半年分两个季度

交付。该项目由陆家嘴集团开发，位于

竹园商圈，其规模、区位、规格以及

开发商背景都意味着该项目会被市场很

好地接纳，并且能有效释放一些被抑制

的需求。

除此之外，680,000平方米的非核心地

区供应也将在下半年进入市场。这些新

项目全部位于浦西，且大多数集中于

闵行区。

关于投资市场，由于融资成本高、租金

回报增长缓慢，毛收益率也将长期维持

在较低水平。国内买家的购买目的依然

将以长期持有并实现资本增值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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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项目
陆家嘴世纪金融广场1、2、3号楼
由陆家嘴地产开发的陆家嘴世纪金融广场
位于杨高南路799号，且处于陆家嘴商务
区的东南方向。该项目距离最近的蓝村路
地铁站（4号线和6号线）有十分钟步行距
离。在非高峰时段该项目距离浦东国际机
场和虹桥机场有35分钟的驾驶路程。

陆家嘴世纪金融广场包括五栋写字楼和一
栋较小的商业用楼。5、6号楼在2013年
底已经交付。1、2、3号楼预计在2014年
第三季度交付，总建筑面积达242,000平
方米。其中，两栋较小的写字楼——2号
楼和3号楼——都有28层高，其标准层面
积约2,700平方米。同时，每层配有150毫
米架空地板，带来3.1米的净层高。2、3
号楼各自拥有10部客运电梯，整个项目配
有1,394个停车位。

陆家嘴世纪金融广场起始租金要价目前为
人民币7.0元每平方米每天（约33.67美元
每平方米每月）。该项目由陆家嘴物业公
司管理，费用为人民币32.0元每平方米每
月（约5.13美元每平方米每月）。

位置 杨高南路799号，浦东

业主 陆家嘴地产

交付时间 2014年第三季度

办公面积
总面积：242,000 平方

米；102,000平方米(#1)；70,000
平方米（#2和#3）

楼层 41(#1); 28(#2和#3)

标准层 2,700平方米

整层得房率 70%

净层高 3.1 米

架空地板 150 毫米

客梯 14(#1); 10(#2和#3)

车位 1,394 (整体)

租金要价 人民币7.0元每天每平方米

物业管理费 人民币32.0元每月每平方米

表 4
陆家嘴世纪金融广场1、2、3号楼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中国区市场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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