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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2016年上海地产投资市场尤为活跃，主要是因为第四季度完成了多笔高金额、高瞩目
的交易。

 第四季度上海交易市场共达成了十
四宗主要交易，总金额人民币444亿，
占2016年全年交易总额的62%。

 写字楼物业在2016年是成交主力，
占总成交量62%，其中32%的成交预计
投资目的为自用。

 国内的投资者仍然表现更为活跃，
完成交易占总成交量的58%。若从投资
资金来源来看，来自国内资金的投资比
例会更高。

  价格上升导致甲级写字楼收益率进
一步下降0.2个百分点至5.0%。

“随着政府对于土地拍卖以及
债券融资等政策收紧，土地价格
预计会有所下调，并给物业资产
价值带来下行的压力。” 简可，第
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图片：南京东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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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综述
2016年上海投资市场表现活跃，全年

共完成35宗主要交易，总金额达到人民

币721亿，同比上升34%。最为瞩目的

交易为长江实业地产有限公司以200亿

人民币出售世纪汇广场。市场传言称中

国人寿为基金背后实际买家。

由于市场中资金充足，同时可选择投资

对象有限，写字楼市场凭借其良好的流

通性以及透明度在市场中获得大量的投

资兴趣。2016年写字楼物业总成交量

达到人民币447亿，占比62%。32%的

写字楼投资是以自用为目的，由于新兴

商务区为企业提供充分的选择范围，大

部分自用成交都位于这些新兴商务区比

如虹桥商务区以及北外滩。2016年第

四季度，中国投资开发公司以人民币53

亿收购位于北外滩的星外滩1号楼；另

外，安徽高速以人民币23亿收购了保利

绿地广场A2楼。两项成交都预计会作

为部分自用。

鉴于对人民币进一步贬值的预测、未来

市场供应以及经济增速放缓的担心，国

际投资者对投资内地市场继续保持谨慎

的态度。同时，有一些国际投资者仍然

关注于对比较不受内地资本竞争的零售

物业的投资机会。 国际投资者意图利

用自身的资产管理能力或者与有丰富经

验的内地开发商合作为零售物业增值。

崇邦在第三季度以人民币34亿收购金

桥国际商业广场80%股权；另外，资本

策略地产公司以人民币13.5亿收购华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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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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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底商，意图改造并提升地下面积

的租金。

为了控制市场资金流动性，政府对证券

发行市场收紧了政策，这对于中小型的

房地产开发商影响较大。至今，已有部

分开发商的债券发行申请被拒。这些对

证券发行提出的更高要求将会改变内地

低融资成本的格局并在未来带来更多的

市场整合，从2014年以来，中国政府

一直在利用降低融资成本来促进房地产

市场的投资。同时，还有控制资本向境

外流出的政策，其中包括限制国有企业

超过10亿美元的房地产投资。这些政策

将会导致更多内地市场的投资发生。

表 1
2016年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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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星级酒店

毛回报率 4.0-5.3% 6.0-7.0% 4.0-5.0% 4.0-5.0% 2.5-3.0% 6.5-8.0% 6.7-7.2%

净回报率 3.0-4.0% 3.0-3.5% 2.0-3.5% 2.2-2.8% 2.0-2.5% 1.5-2.0% 6.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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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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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物业市场及交易
第四季度上海交易市场共达成了十四宗

主要交易，总金额人民币444亿，环比

上升206%，2016年全年交易总量达到

人民币721亿，同比上升34%。

写字楼市场

市场概述

2016年第四季度，兴业太古汇1号楼入

市，为核心商务区带来9.5万平方米甲

级写字楼新增供应。一批项目的推迟入

市使2016年供应量最终稳定在68万平

方米，与去年基本持平。2016年度核

心商务区甲级写字楼净吸纳量约46万

平方米，较去年水平有所下降，与前年

基本持平。核心商务区甲级写字楼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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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小幅降至8.5%，环比下降0.6个百分

点，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受中央商

务区的高品质项目带动，本季度核心商

务区甲级写字楼平均租金环比上升1.1%

，达每平方米每天人民币8.9元。

同期非核心商务区没有新增甲级写字

楼面积，非核心商务区空置率为22.8%

，环比小幅下降0.5个百分点。受已取

得稳定入住率的项目推动，平均租金

环比上升2%，达每平方米每天人民币

5.5元。

投资风向

机构投资者仍侧重关注于写字楼市场，

尤其是中心地段、受到租金下行压力较

小的优质写字楼；大部分位于非核心商

务区的投资都是为了自用目的。尽管市

场上仍有投资者寻求有增值空间、产权

关系清晰的陈旧写字楼项目，寻求改造

升值的机会，但是符合此类投资需求的

项目较少。

交易

第三季度，写字楼市场共完成九笔交

易。 

- 长江实业地产有限公司以人民币200

亿出售世纪汇广场，成为2016年总价

最高的交易。新建成的世纪汇广场是一

个高品质的综合商业项目，包括了9万

平方米的地上商业部分以及13万平方米

的写字楼部分。

- 国家投资开发公司斥资人民币53亿从

中国金茂收购了星外滩1号楼，成交单

价达到每平方米人民币8万，并将作为

继北京之后在中国的第二总部。

- 嘉兴盛世神州稳利投资合伙企业以人

民币53亿收购了外滩金融中心50%股

权。嘉兴盛世神州稳利投资合伙企业

是由中原证券以及其他四家公司成立

的合伙企业，其中一家公司为复星集

团的子公司。外滩金融中心是一个综合

体，包括总建筑面积19万平方米的写字

楼，9.6万平方米的商业以及4千平方米

的剧院。复星集团仍然持有外滩金融中

心另外50%的股权。

- 万丈资本斥资人民币24亿从凯雷收购

了中区广场，中区广场包括一幢19层的

写字楼，一座3层的商场以及2个地下车

场。凯雷2012年以人民币17亿从富达

莱收购中区广场。

- 安徽高速以人民币23亿从保利及绿地

集团收购保利绿地广场A2楼，预计目

的为自用。

- 红星美凯龙集团以人民币21亿从广州

富力集团收购了虹桥富力中心，并预计

使用目的为自用。

- 万科以人民币11亿从腾飞瑞资收购了

金桥瑞邑，单价达到每平方米人民币

2.2万。金桥瑞邑是位于金桥的办公园

区，由腾飞瑞资于2013年以单价每平

方米人民币1.2万从青建国际（南洋）

集团收购获得。

- 中科招商集团斥资人民币6.6亿从禧福

集团收购君庭广场，交易结构为资产交

易，君庭广场位于杨浦区国安路。

- 天利控股集团以人民币5.2亿从凯龙瑞

收购朗润商务中心，朗润商务中心过去

是一家三星级酒店，凯龙瑞于2015年

以人民币约2.6亿收购，随后将其改造

成一个12层的精品写字楼，并将其中约

1万平方米的面积出租给了全球最大的

合作式办公运营商WeWork。

零售市场

市场概述

第四季度有八个零售项目进入试运营，

建筑面积共计69.1万平方米。核心商圈

购物中心空置率同比上升1.7个百分点

至6.6%，非核心商圈空置率同比上升

0.2个百分点至9.8%。

核心商圈购物中心首层租金同比上升

1.1%，至每平方米每天人民币49.2元，

非核心商圈同比上涨0.5%，至每平方米

每天人民币16.2元。

展望未来，随着多个大型项目入

市，2017年将会是另一个供应量大

年。同时，核心商业圈地标性项目的改

造翻新工程会导致空置率小幅上升，整

体租金将在2017保持稳定水平。

投资风向

由于零售物业面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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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季度，零售物业市场共完成三宗主

要交易。

- 大悦城地产有限公司斥资人民币22亿

以单价每平方米人民币2.5万从高富诺

集团收购了长风景畔广场。长风景畔广

场位于普陀区大渡河路，靠近长风公

园，拥有上海第一家乐高主题乐园。此

外，大悦城地产公司近期以人民币93亿

向一只由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及中国人

寿共持的投资基金出售了其六个综合项

目49%的股权。

- 资本策略地产以人民币13.5亿向凯雷

收购华府天地底商部分，凯雷于2012

年以人民币11.6亿从上置集团收购了华

府天地底商。在本次收购以后，资本

策略地产预计将重新规划地下部分以提

高租金。

- 黑石以人民币6.1亿收购位于淮海中路

的雪豹广场计划将部分商场改造成为办

公空间。

酒店市场

市场概述

酒店业仍然是中国房地产表现最为疲

软的行业之一，但是随着上海旅游业

的发展，上海的酒店业仍保持稳定的

增长。 截至2016年12月上海五星级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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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平均每间可供出租客房收入为人民币

664元，同比上升5.4%，同时四星级酒

店平均每间可供出租客房收入为人民币

348元，同比上升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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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满足这样改造要求的投资项目

比较少。同时，国内开发商在寻求重新

定位开发一些酒店资产包的机会。

交易

2016年第四季度没有发生酒店物业交

易。

住宅市场

市场概述

住宅销售市场由于第四季度上海住宅市

场政策收紧，一手商品住宅成交量环比

下降49.8%，累计约210万平方米。受

到供应量减少的影响，一手商品住宅成

交均价达到每平方米人民币43,700元，

环比上涨5.4%。

年末作为住宅租赁市场传统淡季，服务

式公寓空置率环比上升0.8个百分点，

至11.2%，同时导致服务式公寓租金环

比小幅下降0.5%，达到人民币每平方米

每月23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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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类投资机

会较少。

交易

- 朗诗和中信的合伙公司深圳朗信合投

资中心斥资人民币4.7亿从朗信收购了

汇银铭尊并将会对项目进行升级改造。

朗信在2016年3月以人民币4.1亿从云南

经典收购得打到这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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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交易以及资产组交易是常见

的交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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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2016年第四季度主要成交案例

中区广场 世纪汇广场 朗润商务中心 长风景畔广场 星外滩1号楼

地址 黄浦区黄陂北路227号 浦东新区潍坊路179号 黄浦区云南南路118号 普陀区大渡河路196号 虹口区霍山路170号

成交时间 2016年10月 2016年10月 2016年11月 2016年11月 2016年12月

物业类型 写字楼/ 商业 写字楼/ 商业 写字楼 商铺 写字楼

成交总价 
（亿元）

24 200 5.2 22 53

地上建筑面积
（平方米）

40,227 220,000 10,127 89,000 66,000

卖家 凯雷投资 长江实业地产有限公司 凯龙瑞 高富诺集团 中国金茂

买家 万丈资本 亚腾资产管理 天利控股集團 大悦城地产有限公司 中国投资开发公司

交易结构 境外股权 境外股权 境外股权 境内股权 境内资产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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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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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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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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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虹口区提篮桥街道
hk322-01号地块

虹口 商办 56,585    255.5 45,153
南京赋茂置业有限

公司

虹口区四川北路街道
hk226-06号地块

虹口 商办 35,742 133.5 37,351
上海虹房置业有限

公司

长风10号南地块 普陀 商办 195,193 441 22,593
上海逸合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交易

2016年第四季度没有发生物流物业

交易。市场上存在关于普洛斯中国

（GLP）可能出售的消息，普洛斯中

国（GLP）拥有中国最多的优质物流物

业资产。 

土地市场1 
2016年上海土地市场交易总金额同比

下降1%至人民币1,390亿，商品住宅 和

商办综合用地成交分别占总额的51%和

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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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33元和

人民币每平方米32,917元。第四季度土

地供应受控，导致全年成交土地的可建

面积平稳共计1,180万平方米，全年同

比仅上升0.8%。第四季度仅有两块商品

住宅性质的土地进行拍卖，由于均位于

奉贤区，平均折合楼板价仅为8,531元

每平方米。

前三季度土地市场异常火热，为了稳定

土地市场，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关于土地

拍卖的政策。10月，上海证券交易所推

出了新的规范，规定房地产公司债券募

集资金不得用于购置土地。同时，上海

住建委发布条例规定保险资金不得用于

购买土地。

市场新闻
房地产资本募集

一些房地产基金在第四季度开启或者完

成其亚太区房地产投资基金（包含中国

市场）的募集。
1 土地成交数据不包含保障性住房

- 凯德置地完成了其针对中国市场的第

三支房地产基金来福士中国投资三期

(RCCIP III)的募集。基金共募集15亿美

元，将被用于投资到中国主要城市的

一些综合开发项目。这支基金的周期

约为8年。

- 黑石预计将于未来12至16个月推出50

亿美元的泛太平洋地产投资基金。这支

新基金将会增加黑石集团在中国、印

度、东南亚以及澳大利亚地区仓储物业

以及购物商城资产的投资。

中国开放养老服务行业 

国务院发布公告将开放中国养老服务行

业，吸引私有资本、优化服务，为中国

- 由华平投资合作成立的总部位于上海

的东久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设立了一支总

金额为人民币100亿的房地产基金。由

这只基金募集的资金将投资到位于中

国一线城市以及一些其他城市的现代

综合产业园区。中航信托为该基金另一

筹款人。

- 安祖高顿（Angelo Gordon）完成了

其AG Asia Realty Fund III的筹款，这

是其第三支亚洲机会型房地产投资基

金，共募集了约8.5亿美元的资金。该

基金募集的资金将被投资于以日本、韩

国、香港以及中国市场为主的开发投资

项目。目前为止，已有25%-30%的资金

投入于这些市场中十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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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老龄人口带来福利。公告敦促通

过为养老机构简化申请流程、鼓励外资

投资以及在市场形成竞价模式来降低

行业进入门槛。在2016年10月，淡马

锡与哥伦比亚太平洋管理有限公司达成

50%-50%的合作协议，哥伦比亚太平洋

管理有限公司在上海和北京拥有两个多

项专项护理的诊所以及三家养老院。

合作式办公市场仍然受到追捧

作为传统写字楼的补充，合作式办公的

运营商以及项目仍然吸引了很多投资者

的关注。10月，上海锦江国际酒店向美

国最大的合作式办公运营商WeWork投

资了2.6亿美元，基汇资本向裸心社投

资了1500万美元，新加坡投资发展集

团以1480万美元收购了一家已在上海

拥有9个合作式办公运营点的运营商办

伴24%的股份。在2016年12月，凯德置

地宣布与北京的优客工场进行合作，凯

德置地将向优客工场提供其在中国的商

场空间作为合作式办公场所。

市场展望
鉴于政府收紧了资本外流的政策以及市

场上资金充裕的现状，来年的投资市场

将会保持活跃。在众多资产类别中，位

于核心商务区的写字楼物业将会继续成

为最受欢迎的投资目标，并作为投资者

中长期持有目标。

考虑到未来12个月融资环境的不确定

性，部分开发商预计将会出售近期拍卖

获得的土地或者与其他开发商建立合作

关系共同开发土地以分散风险。

小众资产类别会继续成为缝隙市场，但

是同时这部分的资产投资份额会随着投

资者追求更高的投资回报率而得到提

升。此外，未来会出现更多平台交易，

以投资到当地富有经验的运营商及资产

拥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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