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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国内投资者在2016年上半年尤其活跃，占据上海房地产市场交易额的93%。

 第二季度上海交易市场共达成了六
宗主要交易，总金额人民币93亿，同比
下降13%。
 
 服务式公寓的投资热度显著提升，
上半年共达成四宗交易。

 由于资本增多而投资对象减少，
甲级写字楼收益率下降0.8个百分点至
5.3%。

 2016年上半年土地成交面积只占
2015年全年的26%，土地竞拍争抢更
趋激烈。

  中央政府发布了一系列计划支持住
宅租赁市场，使房地产用途变更改造更
加灵活。

“房地产用途改造更加灵活，会
有更多投资者关注年代较久的
非传统地产项目。” 简可，第一太平
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图片：陆家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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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综述
上海投资市场在第二季度保持活跃，
共达成六宗主要交易，总金额达到人
民币93亿。服务式公寓的成交热度提
升，在上半年达成了四宗交易，总金额
人民币51亿，占上半年上海总成交量
的近40%。

国内投资者在上半年尤其活跃，完成了
10宗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123亿。由
于资本增加而投资对象减少，房地产价
格持续提升，进一步压缩收益率。同
时，大批成交抬升了资产价值，刺激了
更多的业主将其资产放置市场，提供了
更多投资机会。

中央政府宣布了一系列计划促进房产改
革、支持住宅租赁市场。其中，允许商
用物业改建用作租赁用途的政策吸引
了最多关注。资产用途变更的灵活性将
能使一些表现不佳的商业项目实现增
值。不过，本次新政实施的全部细节尚
未公布。

长期备受关注的营改增政策落地，5月1
日起正式执行，适用于所有行业。新税
收体制的影响有限，由于过渡时期大部
分现有项目的业主为避免成本增加，继
续使用简易计税方法（税率5%）。

各物业市场及交易
2016年第二季度达成了六宗主要交
易，总金额达到人民币93亿，同比下
降13%。第二季度所有交易都由国内买
家完成。

写字楼市场
市场概述
2016年第二季度，核心写字楼市场有
两个项目入市，带来34万平方米的新
增供应。受浦西一些P2P公司关停的影
响，核心地带的空置率环比上涨了1.9
个百分点达到了7.6%。核心市场甲级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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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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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楼租金保持不变，在每平方米每天人
民币8.65元。

同期非核心市场接收了11.8万平方米的
甲级写字楼新增面积，空置率降低0.1
个百分点到30.3%，同时租金环比增加
0.3%到人民币每平方米每天5.4元。

投资风向
基金继续将重心放在写字楼市场，尤其
是中心地段、有增值空间的陈旧项目以
及高质量的商务园区。由于商业及住宅
项目改造更加灵活，将会有更多投资者
关注年代较久的非传统地产项目。

交易
第二季度，写字楼市场共完成四笔交
易。 

- 远洋地产斥资人民币24亿从里昂证券
（CLSA）手中购入东海商业中心。这
个写字楼项目在2014年被翻新。

表 1
2016年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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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5% 4.0-4.5% 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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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鹰纸业以人民币8.05亿的价格买下
上海东外滩滨江国际广场6号楼，计划
将之作为研发中心和上海总部。

- 上海瑞力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以人民币
12亿的价格从华人置业手中买下爱美
高大厦。这座写字楼坐落在市中心黄
金地段淮海中路，总建筑面积26,370
平方米。

- 华西证券买下保利国际中心的一幢
楼为自用，单价达到每平方米人民币
83,138元。

零售市场
市场概述
第二季度有三个零售项目进入试运营，
建筑面积共计16.2万平方米。核心商圈
与非核心商圈空置率环比上升0.5个百
分点，分别至6.2%与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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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商圈购物中心首层租金环比上涨
0.2%，至人民币每平方米每天48.9元，
同期非核心商圈平均租金环比上升0.1%
至人民币每平方米每天16.8元。

投资风向
投资者依然对零售物业市场感兴趣，但
合适的资产稀缺。当前热门投资途径包
括平台和资产包收购，或向本地实力运
营商进行股本注入。

项目名称 爱美高大厦 百思买徐家汇 保利国际中心

地址 徐汇 徐汇 浦东

成交时间 2016年5月 2016年5月 2016年6月

物业类型 写字楼 零售 写字楼

成交价格 （亿人民币） 12.2 3.84 19.92

地上建筑面积（平方米） 24,660（总建面） 5,527（总建面） 23,956

卖家 华人置业 百思买 保利

买家 瑞力资本 徐家汇商城集团 华西证券

表 2

2016年第一季度主要成交案例

交易
徐家汇商城（集团）有限公司收购百
思买徐家汇店，总建筑面积5,527平方
米。徐家汇商城将对其翻新，推进徐家
汇商业环境改造升级。

酒店市场
市场概述
尽管酒店业长期被指为中国房地产表现
最为疲软的行业之一，但领先城市的酒
店入住率和日均房价正在回升。2016

年5月, 上海五星级酒店日均房价为人民
币965元，平均入住率为69%；四星级
酒店日均房价为人民币527元，平均入
住率为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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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收购的酒店多被用于改造为其他用
途。而最近，寻求资产组合合理化的开
发商和专业投资者开始寻找价格较低的
酒店资产包投资机会。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项目名称 东海商业中心 滨江国际广场6号楼 东樱花苑

地址 黄浦 杨浦 浦东

成交时间 2016年4月 2016年4月 2016年4月

物业类型 写字楼 写字楼 服务式公寓

成交价格 （亿人民币） 23.9 8.05 25.4

地上建筑面积（平方米） 49,800 15,200 66,850

卖家 里昂证券 东方明珠 安祖高顿

买家 远洋地产 山鹰纸业 城利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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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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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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村 10-03 & 10-05 宝山 住宅&零售 159,554 58.05 36,383 信达地产

周浦 a-03-11 浦东 住宅 124,980 54.5 43,607 保利地产

嘉定新城E27-1 嘉定 住宅 138,597 41.98 30,289 建发房产

泗泾 12-01 松江 住宅 78,477 30.05 38,291 融创中国

新场 a10-1 浦东 住宅 68,264 24.4 35,744 中粮地产

泗泾10-05 松江 住宅 52,157 19.65 37,675 格力地产

南桥新城 01d-03 奉贤 住宅 50,640 17.22 34,005 奉贤发展

四川北路hk172-13 虹口 商办 18,280 7.5 41,028 前海人寿

交易
季度内酒店市场未达成交易。

住宅市场
市场概述
受2016年3月颁布的政策影响，第二季
度的一手商品住宅交易量减少25%。租
赁市场租金和空置率得到显著改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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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海城利房地产斥资约人民币25亿买
入浦东新区的东樱花苑。该服务式公
寓入住了大量日本派遣员工，总建筑
面积为 80,884 平方米，含486 套公寓
单元。

- 本地上市开发商景瑞控股从南丰集团
和永泰物业手中买入尚滨江，交易代价
约人民币14亿。尚滨江是由逸兰精品酒
店管理的服务式公寓，包含97个单元，
面积从89平方米到477平方米不等。

物流市场
市场概述
第三方物流、电子商务以及零售企业的
强劲需求推升物流需求和市场预期。跨
境电商的繁荣也将进一步助推物流市
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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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物流资产（原上海宇培实业）的香
港首次公开募股吸引了安邦人寿保险、
远洋地产等基石投资者认购一半以上的
股份，这次募股拟筹资4.33亿美元。

嘉民集团斥资2,600万美元（约合人民
币1.287亿）从腾飞瑞资手中买下腾飞

嘉善物流中心。该物流中心靠近上海西
南边界，总建筑面积为35,729平方米。

土地市场1 
2016年第二季度上海土地市场交易总
金额同比上升29%至人民币375亿元，
商品住宅2和商办综合用地成交分别占
总额的80%和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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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46元和人民币每平方米27,595
元。 

紧张的土地供应有所改善，第二季度成
交土地的可建面积共计170万平方米，
较上一季度增加49%。然而2016年上半
年的土地供应仍是十年多来最低水平，
总成交量仅为2015年总量的26%。上海
的土地市场持续激烈竞争。除崇明岛的
两幅地块外，所有含住宅性质的土地成
交楼板价均超过人民币每平方米20,000
元。本季成交所有土地都位于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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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而积极谋求二
手土地市场的开发，或以股权转让的方
式购入土地。

中庚集团以人民币19亿元从上海城开集
团收购了上海城开龙城40%的股权。原
本持有60%股权的中庚现在拥有上海城
开龙城的全部股权。后者在闵行区持有
一个混合用途项目——城开中心。

1 土地成交数据不包含保障性住房
2 商品住宅不包含保障性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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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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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龙地产以人民币3.08亿从上海临港经
济发展有限公司购入临港一幅地块的全
部股权。 这个地块将被用于零售和住
宅，总建筑面积6.21万平方米。

首创置业以人民币27.8亿为代价入股保
利房地产在周浦的地王项目，持有51%
股权，保利房地产持有其余的49%。保
利房地产在2016年5月购入该地块，规
划建设面积为124,980平方米。

市场新闻
房地产资本募集
共有五家房地产基金在第二季度完成亚
太区房地产投资基金（包含中国市场）
的募集。

- 基汇资本5月已在第一轮募集中为其
首笔亚洲酒店投资基金筹得1.5亿美
元。这轮募集最终预计募得资金2.5亿
美元。

- 凯雷集团计划为其针对中国房地产市
场的基金完成超5亿美元的资金募集。
该基金的投资计划未予披露。

- 星峰资本针对中国的房地产私募基金
已完成首轮募集，共募集1亿美元。第
二轮中国房地产投资基金募集已于去年
启动，计划募集3亿美元。

- 另外，基汇资本宣布已与投资管理公
司TH Real Estate共同发起中国奥特莱
斯基金，计划募集12亿美元。TH Real 
Estate是美国退休金管理公司TIAA旗下
的房地产投资管理公司。

- 领盛投资管理发起第五期亚洲机会基
金，计划集资7.5亿美元。这是一支封
闭式泛亚房地产基金，主要用于收购需
要重新定位、开发或再开发、租赁以及
积极资产管理的资产。日本、澳洲和中
国，尤其是中国的物流市场，将成为这
笔基金的主要投资对象。 

类房地产投资信托产品的发行
新城控股将旗下的上海青浦吾悦广场转
让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对该物业
进行资产证券化操作，交易代价为人民
币10.5亿。青浦吾悦广场总建筑面积为
13.29万平方米，其中零售面积8.63万
平方米。

2016年6月，中航信托成功发行首支由
信托公司作为原始权益人的类REITs资
产证券化产品“中航红星爱琴海商业物
业信托受益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产
品总规模人民币14亿。投资标的为昆明
爱情海购物中心，总建筑面积约为15.7
万平方米。

住房租赁市场的支持措施 
为改善住房条件并推进城市化进程，国
务院发布了有利于国内住房租赁市场的
政策。政策包括1) 为符合条件的低收
入人群给予租赁补贴，支持公租房保障
对象通过市场租房。2) 允许将商业用
房等按规定改建为租赁住房。3) 提供
金融支持，稳步推进房地产投资信托基
金（REITs）试点。

市场展望
租金增长受抑而收益率不断压缩，使得
上海房地产市场投资成本走高、盈利
空间减少，投资吸引力不及其他国际
都市。因此，海外投资者将继续保守操
作，资产收购动作或将有所放缓。而本
土投资者将在人民币短期继续贬值预期
的刺激下，更积极地参与房地产投资以
实现资本保值。部分交易已进入谈判的
最终阶段，一些核心资产预计可在下半
年完成出售。

为发展住宅租赁市场、深化房地产市场
改革，政府出台若干指导意见，力求在
房屋改建操作提供更大的灵活性。此举
或有助于重点区域年代较久的非传统类
别资产实现增值，进而成为投资者的追
捧目标。此外，资产证券化和房地产投
资信托基金等金融工具也将参与进来，
为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提供更多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