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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从近期处于谈判初期的项目来看，国内投资者正成为主要买家。

 第一季度上海投资市场共达成四宗
主要交易，总金额人民币43亿元，同比
下降34%。

  非核心写字楼和服务式公寓在本季
度内成为投资关注焦点，各达成两宗
交易。

  平台交易活跃，如海航收购泰升集
团大部分股权，以及中海和中信整合。

 土地市场持续火爆，共有六宗土
地成交，楼面价超人民币每平方米2
万元。

  备受关注的房地产行业营改增政策
落地，5月1日起正式执行。

“在全球成熟市场回报率走低
以及国内降息预期下，上海市
中心写字楼仍是国际投资者首
选。” 简可，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图片：上海苏州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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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综述
进入2016年，上海投资市场继续表现
活跃，一季度共达成四宗主要交易，总
金额达到人民币43亿元。非核心写字楼
和服务式公寓成为投资关注焦点，各达
成两宗主要交易。

鉴于当前低利率水平以及上海房地产市
场价格不断攀升，国内基金也在积极
寻求资产收购机会。从近期处于谈判
初期的项目来看，国内投资者成为主
要买家。高净值个人投资者成为国内
基金向整购投资领域扩张的主要资金来
源之一。

开发商整合继续，季度内中海收购中信
旗下住宅开发项目。由于部分开发商认
为开发项目组合可以以更优惠的价格收
购，因此整合之风或将持续。与负债率
较高的同行相比，融资成本较低的开发
商将会占据上风。

备受瞩目的房地产行业营改增最终落
地，5月1日起正式实行。开发商和投资
者仍在探索税改带来的潜在影响，短期
内交易节奏或有所放缓。

考虑到过去几个月官方及非官方渠道流
出的大量人民币，中央政府暂停部分境
外投资计划。国家外汇管理局还推迟了
允许个人投资者直接投资海外金融资产
的计划，即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计划
（QDII2）。安邦等投资者境外投资计
划可能不受影响，而很多其他公司境外
投资额度或资金汇出则被推迟。

各物业市场及交易
2016年第一季度共达成四宗交易，总
金额为人民币43亿元，同比下降34%。
国内投资者表现活跃，季度内共达成三
宗交易，占交易总额八成。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图 1

上海投资市场主要交易，2011年第一季度 – 2016年第
一季度

0

50

100

150

200

250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Q1

11 12 13 14 15 16

亿
人
民
币

 

写字楼 开发项目 商铺 服务公寓 住宅 
酒店 商务园区 工业 商住综合 

写字楼市场
市场概述
一季度，上海写字楼核心市场迎来14万
平方米新增供应，而净吸纳量达到16.2
万平方米，空置率进而环比下降0.4个
百分点至5.7%，而平均租金保持不变，
为人民币每平方米每天8.71元。

非核心市场有共计18万平方米写字楼面
积交付，使得空置率环比上扬3.3个百
分点至30.4%，租金也稳定在人民币每
平方米每天5.1元。

投资风向
从交易量来看，基金仍着重在写字楼市
场，寻求市中心老项目改造增值的同时
也在关注商务园区优质写字楼投资机
会。部分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及核心型
投资基金则关注核心区域收入稳定的优
质写字楼。

表 1
2016年第一季度各物业子市场回报率和资本价值* 

甲级写字楼 核心购物中心 核心街铺 高端服务式公寓 高端小业主公寓 五星级酒店

毛回报率 4.5-6.5% 6.0-7.0% 4.0-5.0% 4.0-5.0% 2.5-3.0% 6.5-8.0%

净回报率 3.5-5.0% 4.0-4.5% 3.0-3.5% 2.2-2.8% 2.0-2.5% 1.5-2.0%

资本价值估值
（人民币每平方米） 50-90,000 60-100,000 150–250,000 55-70,000 100-200,000 40-50,000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 回报率是指位于市区的、通达无阻、持有结构清晰、由业主100%持有的物业在假设满租情况下的毛回报率。资本价值基于建筑面积的每平方米价值 – 零售物业低楼层价值更高。

交易
一季度，写字楼市场达成两宗交易：
- ARA亚腾基金将该支基金旗下最后一
个资产售予保德信金融集团。该笔交易
为境外交易，总价约人民币8亿元。

- 光大安石买入位于漕河泾的H88越虹
广场。该项目由锦和集团开发，两栋楼
总建筑面积约5.6万平方米，于2015年
3月竣工。

零售市场
市场概述
一季度，仅有五角场的合生汇项目开
业，建筑面积约14万平方米。核心商
圈空置率环比上升1.0个百分点至4.8%
，而市区其他商圈（包含中心城内和中
心城外）空置率环比微跌0.5个百分点
至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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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商圈购物中心首层平均租金环比上
涨0.3%至人民币每平方米每天48.6元，
而中心城内其他商圈平均租金小幅上升
0.1%至每平方米每天17.0元。

投资风向
投资者依然对零售市场兴趣不减，而适
合投资的物业却极为稀缺。当前热门投
资途径包括平台和资产包收购，或向本
土实力零售开发商进行股本注入。

交易
季度内零售市场未达成交易。

酒店市场
市场概述
尽管酒店业被指为中国房地产表现最
为疲软的行业之一，但主要城市的酒
店入住率和日均房价正在回升。截至
2015年底，上海五星级酒店日均房价
为人民币992元，平均入住率为68%；
四星级酒店日均房价为人民币521元，
平均入住率为70.1%。精品酒店及定位
年轻时尚的新型酒店正通过上海打开中
国市场。

投资风向
近三年收购的酒店多被用于改造为其他
用途。而最近，随着开发商开始寻求资

项目名称 北岸长风E、G栋 H88 越虹广场 虹桥公寓 浦建雅居

地址 普陀 徐汇 长宁 浦东

成交日期 2016年2月 2016年2月 2016年3月 2016年3月

物业类型 写字楼 园区写字楼 服务式公寓 服务式公寓和底商

成交总价 （亿元） 8 15.8 13.5 5.7

地上建筑面积（平方米） 27,805 56,432 42,185 24,056

卖家 ARA亚腾基金 里昂证券 SK证券 Recap

买家 保德信亚洲基金 光大安石 阜兴集团 莱蒙国际

表 2

2016年第一季度主要成交案例

产组合合理化，专业投资者开始寻找价
格较低的酒店资产包投资机会。

交易
季度内酒店市场未达成交易。

住宅市场
市场概述
过去九个月上海住宅销售市场持续火
爆，全市价格同比上涨约20%，个别楼
盘涨幅更甚。租赁市场租金和空置率也
得到改善，这得益于国内借调员工、公
司老总和高净值人士租赁需求上升。

投资风向
尽管住宅租赁市场得到改善，但投资者
当下主要投资策略仍是买入现有服务式
公寓，加以改造后进行散售，且前提是
土地增值税负担处于合理水平。市场疲
软时，投资者会延长持有时间，但散售
仍是投资者最为青睐的退出策略。
交易
- 阜兴集团斥资约人民币13.5亿元买入
长宁区的虹桥公寓项目。该服务式公
寓有270间客房，包含一房、两房及三
房。此前，SK证券于2011年第二季度
购入该项目，交易总价为人民币10.5
亿元。

- 莱蒙国际买入浦建雅居所有权益，交
易代价约88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73
亿元）。服务公寓及商业裙楼总建筑
面积约2.6万平方米，包含120个住宅单
元，4个商业单元和43个地下车位。

物流市场
市场概述
第三方物流和电子商务企业的强劲需求
推升物流资产的投资和市场预期。跨境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图 2

土地成交面积和楼面单价，2008年 – 
2016年第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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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表3

主要土地成交，2016年第一季度

土地名 区域 用途 建筑面积
（平方米）

成交总价
（亿人民币）

楼板价
（人民币每平方米） 买家

马桥25a-07a 闵行 住宅 90,777 26.3 28,972 禹州地产

徐泾a-2-4(1) 青浦 住宅 18,752 5.4 28,530 首创置业

朱家角 38-06 青浦 住宅 38,794 8.6 22,091 中南建设

黄浦江南延伸段ws5单元188n-
s-1，188n-s-2(地下部分)

徐汇 商办 36,967 8.1 21,912
光启文化，梦想

强音

长宁路113号 静安 商办 13,266 2.7 20,579 绿地

赵巷 12a-01a 青浦 住宅 51,288 10.5 20,473 运杰置业

物流的繁荣也将进一步助推物流市场发
展。过去五年间，标准仓储物流租金稳
步增长，约为每平方米每天1.2-1.3元。

投资风向
物流仓储市场由几个运营商垄断，多数
成交都涉及这几家主要运营商旗下的资
产、开发项目以及平台股本注入。多数
投资者青睐物流资产，既可以从消费增
长中获益，又可避免实体零售业的诸
多麻烦。

交易
季度内物流市场未达成交易。

土地市场 
2016年第一季度上海土地市场交易总
金额同比下降51.6%至人民币138亿
元，商品住宅 和商办综合用地成交分
别占总额的56%和43%。商办综合和商
品住宅成交楼面均价分别达到人民币
每平方米10,470元和人民币每平方米
20,396元。 

土地供应仍然十分紧张，第一季度成交
土地的可建面积共计110万平方米，仅
为2015年一成。住宅土地成交持续火
爆，纯住宅用地成交平均溢价率达到
94%。共有六幅地块成交，楼板价超人
民币每平方2万元，其中四幅住宅用地
均位于外环外。

土地交易 – 股权转让
急于进入上海市场却被土地公开拍卖高
价拒之门外的开发商，转而积极谋求以
股权转让的方式购入土地或联合开发。

上海融创和上海摩克成立合营公司，收
购上海摩克在上海浦东南郊持有的两个
项目。上海融创共支付约33亿元持有合
营公司80%的股权并负责目标项目的开
发，上海摩克持有其余的20%。两个项
目均为住宅用地，总建筑面积5.37万平
方米，容积率仅为0.41。

莱蒙国际及独立第三方分别收购浦东商
办地块（浦兴社区07-02,07-07及07-08
地块）85%和15%权益，交易总代价为
人民币8.85亿元。卖家于2015年3月以
人民币6.6亿元总价购入该地块，土地
面积约2.13万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可

达4.12万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1.62万
平方米。

市场新闻
房地产基金募资
共有三家房地产基金在第一季度完成亚
太区房地产投资基金（包含中国市场）
的募集。

- 基汇资本第五期亚洲房地产投资基金
（Gaw Capital Real Estate Fund V）
已经完成首轮募集，共募集7亿美元，
超过原定目标一半。原计划第五期基金
半数投向中国市场，现决定将中国市场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地图 1
2016年第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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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比重提升至70%。已募集的资金尚
未用于投资。

- 北京国有企业光大控股集团旗下房地
产投资平台光大安石，完成针对中国投
资市场的blind pool房地产私募基金募
集，募集资本共计人民币16亿元。

- 香港投资公司太盟投资集团已经为其
首支泛亚洲、核心增益型房地产私募基
金——PAG Real Estate Partners完成
超1亿美元的资金募集。中国市场投资
预计将占基金总资本的20%。

平台交易
黑石集团将持有的泰升集团66%股权售
予海航集团，交易代价为26.2亿港元
（约合人民币22亿元）。黑石集团估
计从66%股权出售中获益9.6亿港元。
目前，泰升集团在中国共有三个开发项
目，包括上海的泰欣嘉园、天津的泰悦
豪庭和沈阳的泰和龙庭。

澳大利亚投资咨询公司麦格理资本联手
加拿大养老基金亿万豪剑桥收购乐歌
（LOGOS）地产集团。乐歌旗下物流
资产总值接近14亿美元，广泛分布在澳
大利亚和中国。

中国海外收购中信集团在中国住宅地产
项目中的权益，本地收购的初始代价为

人民币310亿元。中国海外将向中信集
团出售扩大后股本的10%，同时将旗下
的物业组合转让给中信集团，作为本次
交易对价的一部分。本次交易完成后，
中信集团将成为中国海外第二大股东。
中国海外本次收购的物业项目分布于中
国内地25个城市，总建筑面积约2,400
万平方米，主要位于环渤海、长三角、
珠三角等地区的一、二线城市。

中国开发商赴香港或新加坡上市
绿地集团与Amare投资管理集团计划
发起设立酒店业投资信托，并计划在新
加坡加交易所上市。该酒店业投资信托
拟收购绿地旗下19家位于中国境内的酒
店物业，价值总计人民币210亿元。首
期计划收购的6家酒店分别位于上海、
南京、济南、西安、郑州和扬州。绿
地集团将认购该酒店业投资信托30%份
额，并继续参与酒店管理。 

上海易商和新加坡红木集团于2016年1
月宣布合并，成立易商红木集团，打造
专注亚洲的领先物流地产平台。新集团
寻求2016年内在香港交易所实现首次
公开募股，计划募集资金10亿美元。

凯雷投资的上海宇培集团计划登陆香
港上市，计划募集基金3亿美元。上海
宇培集团计划最早于2016年年中在香
港上市。

营改增落地
期待已久的房地产行业营业税改增值
税政策最终落地，从5月1日起开始施
行。房地产业和建筑业原有营业税分别
为5%和3%，新的增值税体系则将税率
统一设为11%。增值税体系下，企业可
以用已取得的进项税来抵扣部分税负。
同时，房地产企业也可针对老项目采取
过渡期政策，按5%缴纳增值税。这一
改革可能会加重部分企业的税费负担，
但预计2016年增值税在所有行业推行
后，整体税费负担将有明显减轻。

市场展望
在全球成熟市场回报率走低以及国内降
息预期下，上海市中心写字楼仍是国际
投资者首选。随着主权财富基金加码不
动产投资以实现更高收益，越来越多核
心型和核心增益型资本进入上海——中
国透明度最高、流动性最强的市场，寻
求稳定收入的核心资产收购机会。

鉴于很多交易已进入谈判末期，二季度
投资市场预计迎来活跃成交。

零售及物流市场投资者以战略投资为
主，交易将主要采取资产包或平台形
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