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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三季度交易量环比上升45%， 租金稳定、位于核心商务区的写字楼物业仍为成交主力。

 第三季度上海交易市场共达成了九
宗主要交易，总金额人民币135亿，同
比下降27%，环比上涨45%。

 第三季度国内投资者在投资市场仍
占据主导，完成的交易占总量的53%。

  价格上升导致甲级写字楼收益率下
降0.1个百分点至5.2%。

  第三季度土地竞拍争抢激烈，一副
住宅用地成交折合楼板价超过每平方米
人民币10万，刷新国内记录。

“物业价格上升促使国内业主
以及国际投资者出售部分所持
物业，循环资金以寻求更高的投
资回报。” 简可，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
究部

图片：陆家嘴



02  

市场简报 | 上海投资 2016年11月

市场综述
上海投资市场在三季度继续表现活跃，
季度内共达成九宗交易，总金额达到人
民币135亿，环比上涨45%。

第三季度国内投资者在投资市场仍占据
主导，完成的交易占总量的53%，成交
标的以写字楼项目为主。同时，境外投
资者在本季度完成的交易标主要为零售
项目，其中包括崇邦以人民币34亿购入
金桥国际商业广场80%的股权。国际投
资者购入在中国核心城市的零售项目，
希望运用其商场管理和运营的经验与能
力为资产增值。

写字楼物业仍是市场成交主力，占交易
总额的42%。国资背景的机构买家继续
深入布局房地产市场，收购享有稳定租
金收入的写字楼标的，并计划部分自用
并长期持有。国华人寿向SOHO 中国收
购了SOHO世纪广场，上海人寿购买了
渣打银行大厦49%的股权。

随着上海传统写字楼租金以及房租持续
上升，以合作式经济为概念的一些项目
获得了投资者的关注。曼哈顿合作办
公运营公司Wework 7月在静安区开设
上海第一个办公场所，并计划于上海增
开两家。SOHO中国也在业绩会上强调
了对合作办公业务SOHO3Q的发展信
心，SOHO3Q在上海和北京已经有了
16个合作办公场所。同时，鹏里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收购了位于徐汇区的上海
星程天然居南站酒店70%的股权，并计
划将这个酒店改造成80个单位的合住
式公寓。

各物业市场及交易
2016年第三季度达成了九宗主要交
易，总金额达到人民币135亿，同比下
降27%，写字楼仍为成交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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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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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字楼市场
市场概述
2016年第三季度，核心商务区有三个
项目入市，带来15万平方米的新增供
应，前三季度累计净吸纳量较去年同期
下降了22%，受新供求关系影响，核心
地带的空置率环比上升了1.7个百分比
达到了9.1%。在浦东次级商务区取得稳
定入住率项目带动下，核心市场甲级写
字楼租金环比小幅上升0.5%达到了每平
方米每天人民币8.77元。

同期非核心商务区甲级写字楼新增6.8
万平方米，市场需求量达到20.5万平方
米，导致空置率下降了7.2个百分比到
23.1%，同时租金环比小幅上升0.3%到
人民币每平方米每天5.50元。

表 1
2016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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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风向
机构投资者仍着重于写字楼市场，尤其
是中心地段的优质写字楼；同时，也有
更多的投资者寻求有增值空间、产权关
系清晰的成旧写字楼项目，寻求改造升
值的机会。

交易
第三季度，写字楼市场共完成四笔交
易。 

- 国华人寿斥资人民币32亿从SOHO中
国手中购入SOHO世纪广场，计划部
分自用。

- 上海人寿以人民币12.5亿的价格买下
渣打银行大厦49%的股权，这座写字楼
位于浦东小陆家嘴金融中心黄金地段世
纪大道，总建筑面积为38,520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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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洋集团以人民币8.29亿的价格通过
不良资产法拍方式获取上海科恩国际
中心，项目位于静安区，靠近延安路高
架。此前，上海科恩国际中心已被部分
以散售方式出售。

-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买下虹桥正
荣中心2号楼为自用，单价达到每平方
米人民币3.4万。

零售市场
市场概述
第三季度有三个零售项目进入试运营，
建筑面积共计21.4万平方米。核心商圈
空置率环比上升0.7个百分比至6.9%，
同期非核心商区空置率下降0.4个百分
点至9.1%。

核心商圈购物中心首层租金环比上涨
0.3%，至人民币每平方米每天5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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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元。

投资风向
由于零售物业面临的来自国内投资者的
竞争较小，境外拥有商场运营经验的投
资者将持续关注投资该类物业的机会，
当前热门投资途径包括平台和资产包收
购，或向本地实力零售开发商进行股
本注入。

交易
崇邦斥资人民币34亿买下金桥国际商业
广场剩余80%股权。2013年，吉宝置业
与阿尔法投资有限公司合资公司以人民
币26亿从摩根斯坦利购入该项股权。另
外，吉宝以人民币5亿向三井不动产和
丸红投资购买了位于嘉定的好世商业广
场，该项目于今年5月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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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线和二线
城市的酒店入住率和日均房价正在回
升。部分受上海迪斯尼乐园开业影响，
上海酒店平均每间可供出租客房收入达
到自2010年世博会后的高点。2016年6
月，五星级酒店日均房价为人民币971
元，平均入住率为72.9%；四星级酒店
日均房价为人民币529元，平均入住率
为71.7%。相比接待商务游客的五星级
酒店，接待观光旅行休闲以及家庭游客
的中端特色酒店仍获得更多的欢迎。

投资风向
不断有投资者收购酒店并改造为其他用
途。同时，寻求资产组合合理化的开发
商和专业投资者也在寻找价格较低的酒
店资产包投资机会。

交易
9月鹏里资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人民币
5700万购买了上海星程天然居南站酒
店70%的股权，计划将其改造成80个单
位的合住式项目。

住宅市场
市场概述
第三季度住宅销售市场保持强劲，特别
是高端住宅市场表现火爆，一手高端公
寓成交量共计约33.1万平方米。

住宅租赁市场空置率有所上升，其中
服务式公寓空置率上升幅度最大，环
比达到3.3%，导致服务式公寓租金环
比下跌0.6%达到每平方米每月人民币
229.3元。

投资风向
由于市场上供出售的现有服务式公寓机
会有限，投资者会更多关注于楼龄较
长、产权关系清晰的陈旧写字楼项目，
并改造成住宅或服务式公寓，进行散售
以获得投资回报。

交易
-  景瑞控股斥资人民币14亿买入浦东新
区的尚滨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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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位于黄浦江沿岸，小陆家嘴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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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中国物流资产成功于香港
证券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融资约4.6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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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
对于优质的物流物业仍然并继续会有很
大的需求，许多境外基金都在积极寻觅
投资中国物流物业的机会。

交易
嘉里建设以人民币24亿收购了位于后
滩的上海克虏伯不锈钢公司厂房地块
18.9%的股权，该工业地块占地面积为
41.2万平方米，盖有20幢厂房建筑，嘉
里建设计划向政府有关部门申请将土地
使用权变更为综合商住性质。 

土地市场1 
2016年第三季度上海土地市场交易总
金额同比上升96%至人民币698亿，商
品住宅2和商办综合用地成交分别占总
额的68%和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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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47元和人民币每平方米45,689元。 

土地供应有所改善，第三季度成交土地
的可建面积共计500万平方米，同比上
升83%。 尽管如此，上海市郊的商品
住宅性质土地供应一直处于稀缺状态，
导致本季度在土地拍卖市场的住宅用地
遭遇激烈竞争，均以高价成交。其中最
为瞩目的是融信集团以人民币110亿购
得位于静安区的一块住宅用地，折合楼
板价达到人民币10万元每平方米，溢
价率139%，单价为全国住宅土地交易
史上之最。

一些开发商通过与其他开发商合作开发
从土地拍卖市场上拍得的地块来分散风
险和减轻财务负担。

- 中国金茂以人民币18.13亿收购禹隆房
产的全部股权。禹隆房产是新城控股集
团的全资子公司拥有上海虹口住宅项目
49%的股权。这个地块土地用途为普通
商品房，总建筑面积5.49万平方米。

- 中国金茂以及保利置业分别以人民币
4.46亿入股厦门建发上海嘉定新城项
目，占股29.734%。该地块由厦门建发
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年6月购得，规划
建设面积为138,597平方米。

市场新闻
房地产资本募集
一些房地产基金在第三季度开启或者完
成其亚太区房地产投资基金（包含中国
市场）的募集。

- 太盟投资集团（PAG）宣布关闭其泛
亚地产基金，基金共募得13亿美元，投
资标的为地区内的核心房地产物业，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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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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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6年第三季度主要成交案例

项目 尚滨江 SOHO世纪广场 上海科恩国际中心 后滩地块
（上海克虏伯不锈钢公司）

地址 浦东新区浦明路1288号 浦东新区288号向城路 静安区陕西北路66号 浦东新区通耀路21号

成交时间 2016年7月 2016年7月 2016年7月 2016年8月

物业类型 服务式公寓（商业产权） 写字楼 写字楼 工业

成交价格 （亿人民币） 14 32.21 8.29 24.14

地上建筑面积（平方米） 19,307 42,522 31,393 412,000

卖家 南丰/ 永泰 SOHO中国 中国华融 上海克虏伯不锈钢

买家 景瑞控股 国华人寿 远洋集团 嘉里建设

交易结构 股权 资产 资产 股权

金桥国际商业广场80%股权 好世商业广场 上海星程天然居南站酒店70%
股权 渣打银行大厦49%股权

地址 浦东新区张杨路3611号 嘉定区康丰路 徐汇区百色路218号 浦东新区世纪大道201号

成交时间 2016年9月 2016年9月 2016年9月 2016年7月

物业类型 商铺和写字楼 商铺 酒店 写字楼

成交价格 （亿人民币） 34.12 5 0.574 12.45

地上建筑面积（平方米） 114,732 32,800 7,318 38,520

卖家 吉宝和阿尔法投资 三井不动产和丸红投资 迪臣发展国际集团 陆家嘴地产

买家 崇邦地产 吉宝置业 鹏里资产管理 上海人寿

交易结构 股权 股权 股权 股权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savills.com.cn/research  05  

2016年11月市场简报 | 上海投资

是一支封闭式基金，关注于投资日本、
中国、澳大利亚、韩国以及香港地区的
核心物业。目前，基金内一半的资金已
经用于投资，包括去年购买了通用电气
下的资产组合。

- 吉宝资本完成其针对亚洲宏观趋势资
产投资的基金（AAMTFIII）的首轮募
集，共募得2.8亿美元。该基金目标筹

得10亿美元并将投资于与亚洲消费主
义、城市化以及人口老龄化等概念相关
的零售和住宅物业。基金投资目标市
场包括新加坡、中国、越南、日本以
及韩国。

-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告宣布将出
资设立房地产基金御泓基金，基金规模
拟定为人民币10亿，基金的主要业务为

对上海市中心城区的花园洋房及经典里
弄进行“整体收购-经典改建-运营持有-
出租/出售”，从而实现资本增值。基
金存续期为七年。

- 红星美凯龙和高和资本发起设立家居
商业地产并购基金，资金规模为人民币
50亿，双方出资首期基金的10至15%，
其余部分进行外部募集。

- 领盛投资管理公司开启了其针对
亚洲市场机会型投资基金的试募集
（LaSalle Asia Opportunity V），计
划于10月前募得3亿至4亿美元。公司
在八月初用基金种子资金收购了日本大
阪市的一个零售物业。基金将会投资于
有重新定位改造潜力的项目，目标市场
为日本、澳大利亚、中国、新加坡以
及香港。

- 基汇资本为其首个针对亚洲酒店投资
的基金首轮募得1.5亿美元。基金预计
会从至多五个投资者共募得2.5亿美元
并投资于酒店物业。目前，已投资了一
个新加坡酒店，预计将共投资7-10个酒
店项目。

国企改革整合国企房地产资产
为继续推动中央企业进一步优化资源配
置，国务院国资委指导国企进行产业重来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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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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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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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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兴社区332-01-a、333-01-a 静安 商住 109,861 110.1 100,218 信达地产

凉城新村街道073-06 虹口 居住用地 54,889 37 67,409 新城控股

顾村镇06-01 宝山 居住用地 126,379 67.9 53,727 建发中粮联合体

新江湾城a4-01(b3) 杨浦 居住用地 59,709 31.55 52,840 融信

平凉社区01c2-02 杨浦 商办 19,905 9.67 48,582 上海杨浦科技创新

徐泾镇08-04 青浦 居住用地 13,313 6 45,070 中骏

方松街道b06-06 松江 居住用地 121,184 47.35 39,073 合景泰富

祝桥镇g-10 浦东新区 居住用地 266,480 88 33,023 金地

徐泾25-01 青浦 商住 50,237 21 41,921
门福斯达装修工程
有限公司,悦泰发展

有限公司

盈浦街道02-01 青浦 居住用地 30,172 9.7 32,149
中国葛洲坝集团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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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作，国企改革有助于国有企业关
注于核心业务，同时降低资产负债表杠
杆。中航工业同保利集团签署地产业务
划转协议，协议涉及房地产项目约70个
左右，金额约为人民币23.23亿。今年
三月，中信银行向中国海外发展有限公
司协议划转其內地25个城市共240万平
方米的总建筑面积物业，涉及金额约为
人民币310亿元。

内地投资者海外投资不断 
在人民币贬值以及内地市场政策不稳定
带来的风险的影响下，内地投资者持续
关注并投资于海外房地产市场。其中较
为瞩目的交易包括绿地联合平安信托、
雅居乐集团和宝丰资本收购位于旧金山
一产业园项目，预计总投资超过10亿
美元；Aqualand以1.05亿美元收购位
于澳大利亚悉尼的一个写字楼；万科以
1.54亿美元购入位于英国伦敦市中心的
写字楼Ryder Court。

市场展望
国内市场持续整合，实力投资者将不断
凭借低成本的贷款继续收购较小规模公
司的资产，因此预计投资市场将会维持
活跃表现。交易将主要采取资产包或平
台形式进行。

主流境外基金将持续关注汇率走势以及
市场状况，继续保守操作，资产收购动
作或将有所放缓。得益于流动性好、资
产易于管理、市场透明度高，在市场房
地产市场连续出现调控政策的背景下，
核心区的写字楼资产凭借其稳定的租金
投资回报仍是投资者的最佳选择。数个
写字楼交易谈判正在进行中，有望于未
来若干季度内确认并公告。

中国保监会自九月起允许中国大陆保险
公司通过证券沪港通投资于香港证交所
上市的公司。保险公司需要设立资产管
理项目运用资产包进行投资。这样的投

资机会将有助于大陆保险公司提高资产
结构、减少风险、提高回报率。

上海市政府宣布至2040年建设用地面
积缩减至3,200平方公里，截止到2014
年，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已达3,124平方
公里。意味着未来26年建设用地量将仅
为76平方公里，即每年仅为2.9平方公
里。到2040年，建设用地将占上海总
土地面积的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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