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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市场基本面走弱以及融资成本上升驱使投资者在做投资决策时更为谨慎，
在一定程度上拉长了交易完成进度。
 第三季度投资市场共达成五宗主

 甲级写字楼收益率在第三季度稳定

要交易，总金额144亿人民币，环比上

在4.8%，净收益率约为3.4%。

升7%。
 由于收益率与借款成本差仍然不
 全部五宗成交物业均主要为写字

容乐观，未来投资市场的活跃度仍将

楼。

有限。

 国内投资者持续关注带来稳定现金

“随着政府释放出支持长租公
寓市场的明确信号，有越来越
多的资本显示出对该市场的兴
趣。” 简可，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
研究部

流的写字楼资产，以期长期持有或部
分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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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综述

图1

第三季度投资市场共达成五宗主要交
易，总金额144亿人民币。尽管成交
总额环比上升7%，交易笔数环比下降
38%。

上海投资市场主要交易，2011年第一季度 – 2017
年第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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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买方角度，境内保险公司由于资金成
本较低，仍为核心资产的主要买家。然
而，对于国内外房地产基金，持续下降
的收益率驱动基金寻找更高收益率的项
目。基金除了在上海继续寻找提供价值
增值机会的项目，同时也在观察其他资
产类别包括酒店、服务式公寓、物流仓
库以及数据中心等，另外也在二线城市
的投资机会。
从2016年10月起政府采取措施控制开
发商的资金包括收紧国内债券的发行，
停止以土地收购为目的的贷款，以及限
制了房地产开发商在境外的债券发行。
这些措施都导致开发商和投资者的资金
成本有所上升。
国务院在8月发布了进一步引导和规范
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其中将房地
产、酒店等境外投资列为限制开展的境
外投资之列，进一步规范近期企业做出
的与其核心业务不相干的“非合理”的
海外房地产投资。然而，目前在一线城
市要找到合理回报率的项目比较困难，
因此预计投资者将会继续关注全球的投
资机会。海外投资的限制预计将会在
2018年一定程度上有所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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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字楼物业资产价值处于高位，物业所
有者积极寻找机会能够从成熟的投资
中获取价值，实现回报。在资金来源
收窄的情况下，开发商有意出售资产
来改善他们的财务状况。在这个季度，
瑞安地产出售了创智天地物业49%的股
份，创智天地是瑞安地产开发、运营超
过十年的项目。目前入驻企业有IBM、
甲骨文和卡巴斯基等。SOHO中国也
出售了其非核心资产包括SOHO世纪广
场、SOHO虹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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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各物业市场及交易

第三季度投资市场共达成五宗主要交
易，总金额144亿人民币，环比上升
7%，五宗成交物业均主要为写字楼。

写字楼市场

市场概述
2017年第三季度,核心商务区迎来两个
写字楼项目入市,季度新增供应35万平
方米,将全市核心商务区甲级写字楼存
量推至810万平方米.
新增供应导致本季度核心商务区甲级写
字楼空置率小幅上升至12.5%,环比上升
1.8个百分点,同比上升3.4个百分点。本
季度核心商务区甲级写字楼平均租金走
势基本平稳，达到每平方米每天人民币
8.9元，同比上涨1.8%。但由于本季统
计包括6个月前入市的项目，因此平均
租金略低于第二季度的9.0元。
三季度，非核心商务区共计两个新项目
入市，带来近13.9万平方米新增供应，

至此，全市非核心商务区甲级写字楼
存量达到320万平方米。受新增供应影
响，本季度非核心商务区写字楼市场空
置率达到37.6%，环比上升4.2个百分
点；平均租金与上季度基本持平，在每
平方米每天人民币5.8元。
2017年第四季度，核心商务区与非核
心商务区预计将分别迎来28.6万平方
米、64万平方米的新增供应。面临市场
供应的局面，业主将需下调租金、灵活
调整租赁策略或增加代理佣金，以吸引
优质租户。
投资风向
由于核心资产受租金下行压力较小，国
内投资者和保险公司持续对核心资产保
持兴趣，并意图长期持有。同时，日益
压缩的投资收益率驱使投资者寻求在新
兴区域中非核心资产的投资机会，有较
短投资周期的国内外房地产基金尤其关
注此类资产。

表1

各物业子市场回报率和资本价值*，2017年第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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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流资产

毛回报率

4.0-5.3%

6.0-7.0%

4.0-5.0%

4.0-5.0%

2.3-3.0%

6.5-8.0%

6.7-7.2%

净回报率

3.0-4.0%

3.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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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价值基于地上建筑面积的每平方米价值 – 零售物业低楼层价值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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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
第三季度，写字楼市场共完成五笔交
易。
- 顶新集团以人民币64亿元从三宝集
团收购了1788国际中心。该项目有
68,433平方米的写字楼和22,473平方
米的商场。写字楼部分于2011年第三
季度交付，商场部分于2013年第二季
度完成。
- 瑞安房地产以人民币29亿元出售了创
智天地物业49%股权。创智天地是一个
综合体项目包括了写字楼、商场、停
车场以及俱乐部，项目于2015年末完
成。瑞安房地产继续持有项目剩余51%
的股权以期能继续享有项目未来的增
长收益。
- 天诚集团以人民币25亿元从合景泰富
集团收购了环球都会广场。该项目位
于浦东新区耀元路，建筑面积41,662
平方米。

201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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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上海五星级酒店平均每
间房价格为902元，入住率为73%；四
星级酒店平均每间房价格为516元，入
住率为73%。五星级酒店与四星级酒店
平均每间可供出租客房收入分别为657
元和376元，同比上升1.4%和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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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有投资者收购位于核心区域的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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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传，华平资
本旗下NOVA基本确定收购浦西开元大
酒店项目，预计将于下一季度完成该交
易。同时，专业酒店投资者在寻找以优
惠的价格收购酒店资产的机会。

- 国药集团以人民币21亿元从绿地集团
收购绿地黄浦滨江1号楼项目，以期至
少部分自用。项目位于黄浦区蒙自路。

交易
本季度没有酒店项目交易。

- 中信泰富又一城第6-21层以散售的方
式出售，成交价格为人民币4.3亿，总
成交建筑面积为31,194平方米。

优客工场拟将如家酒店闲置空间扩展成
共享办公空间，该产品包未来将覆盖全
国380余个城市，首批落地的门店包括
上海徐汇和颐至尊酒店及如家精选酒店
北京东四店。

零售市场

市场概述
第三季度上海万象城开业，带来
240,000平方米新增供应。核心及非核
心商圈空置率双双下降，分别至6.0%和
8.2%，为近六个季度最低值。
核心及非核心商圈购物中心首层租金均
环比上涨0.5%，分别至每平方米每天人
民币50.5元及16.6元。
预计第四季度将有587,800平方米新增
零售面积入市。由于大体量项目预租情
况良好，预计全市空置率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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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而在市场上的机会较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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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存
在收购多个商业零售物业打包作为REITs
上市的兴趣。
交易
本季度没有纯零售项目交易。

住宅市场

市场概述
本季度，一手商品住宅成交环比下降
20.1%，共计约179万平方米，同比下
降60.8%。本季度一手商品住宅成交均
价继2015年第三季度首次下降，达到
每平方米人民币46,700元，环比下跌
1.8%。
本季度，全市服务式公寓租金环比上涨
1.6%至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240.1元；
小业主公寓租金环比减速上涨，涨幅
为1.4%，达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188.8
元。别墅租金涨势稳定，环比上涨1.1%
至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158.6元。
为了使一手商品住宅销售市场更透明、
更公正，上海政府颁布了商品住房销售
公证摇号实施细则，要求所有项目开盘
前必须公示房源及客户名单，并向公证
机构申请选购房屋摇号排序公证。
投资风向
市场上供出售的现有服务式公寓机会有
限，另外，政府新出台的政策禁止将商

办性质的物业改造成住宅进行散售也限
制了投资者将部分写字楼项目改造成住
宅或者服务式公寓的机会。
随着中国领导层进一步鼓励发展住宅租
赁市场，以作为中国大部分城市房价上
涨解决方式，该市场不断的获得开发商
和投资者的兴趣和资本投资。华平投资
集团加注在长租公寓运营平台Nova投
资，增投1.83亿美元以促进该平台的发
展。基汇资本向上海的共享住宅公寓平
台“湾流”投资了4亿人民币。开发住
宅租赁市场最大的障碍在于控制成本，
较低的租赁性质土地获取使得开发该市
场变得更具吸引力。
交易
本季度没有服务式公寓项目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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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的投资者由于不
具备管理运营经验和资源，往往倾向于
成熟已产生现金流的物流资产。但是一
些主要运营投资商会考虑投资一些大规
模的新项目。
交易
万科宣布积极扩展其物流业务。除了
作为中国财团的一员以116亿美元参与
新加坡物流巨头普洛斯的私有化，在十
月万科又提出与另外四个公司共同设立
一支价值为人民币60亿的基金，专门
用于收购物流资产，万科占该基金25%
的份额。
Invesco首次通过合资企业形式以人民
币20亿元从易商红木收购了由几项核心
物流资产组成的资产包。资产包中的物
流资产都在上海及上海周边区域。
电商巨头阿里巴巴是物流公司菜鸟物流
的控股股东，并宣布未来五年将进一步
投入菜鸟网络1000亿元，重点支持建
设新零售物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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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市场1

图2

市场新闻

更多资本投入共享办公市场
投资者寄期望于共享办公市场未来的进
一步发展，继续对该市场进行资产投
资。软银Vision Fund向世界最大的共
享办公运营商WeWork投资了44亿美
元，来帮助WeWork在亚洲市场的进一
步扩张。IDG资本向北京的共享办公新
兴企业Kr Space投资了人民币1亿元，
该企业自从2016年1月成立以来融资人
民币5亿元。
土地成交数据不包含保障性住房
商品住宅不包含保障性住房

1
2

商办综合建筑面积 （左轴）

住宅建筑面积 （左轴）

工业建筑面积 （左轴）

商办综合楼面单价 （右轴）

住宅楼面单价 （右轴）

工业楼面单价 （右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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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政府全力支持住宅租赁市场
7月，由国家住建部带头9部委联合发布
进一步发展住宅租赁市场的公文。具体
实施方案将会很快推出。

土地性质为住宅租赁性质，合计可建造
约1万套住宅。大部分改变性质的土地
都位于中心位置，6宗在浦东，2宗在静
安，另有在黄浦、长宁以及闵行（虹桥
中央商务区）区域。

除了公开成交了6宗租赁性质用地，另
有11宗商业综合性质地块最近改变了

表2

主要成交案例，2017年第三季度
环球都会广场3号楼

绿地黄浦滨江1号楼

1788国际中心

创智天地物业49%股权

地址

浦东新区耀元路58号

黄浦区蒙自路778号

静安区南京西路1788号

杨浦区淞沪路

成交时间

2017年8月

2017年8月

2017年9月

2017年9月

物业类型

写字楼

写字楼

写字楼/商场

综合体

成交总价 （亿人民币）

24.9

21.1

64.0

29.5

地上建筑面积（平方米）

33,800

29,324

90,905

约400,000

卖家

合景泰富地产

绿地集团

三宝集团

瑞安房地产

买家

天诚集团

国药集团

顶新集团

中国人寿

交易结构

资产

资产

境外股权

境内股权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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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每平方米

中央和地方政府全力支持租赁公寓市场
的发展，其中包括在本季度首次拍卖成
交以租赁性质的土地。六宗成交土地总
成交面积为42万平方米，成交楼面均
价为人民币每平方米7,561元，均以零
溢价成交。

土地成交面积和楼面单价，2008年 – 2017年第
三季度

百万平方米

2017年第三季度上海土地市场交易总
金额为人民币419亿，同比下降40% ，
商品住宅2和商办综合用地成交分别占
总额的45%和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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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54元和人民币每平方米14,82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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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在
加紧研究面向个人投资者的公募REITs
产品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其中，租
赁运营类、公寓类以及公租房等相关
企业的REITs将成为政策最先鼓励的方
向。10月国内首单权益性长租公寓资
产类REITs产品已正式获批发行，拟发
行金额为2.7亿。另外，保利地产作为
国内首单央企租赁住房REITs也获得了
上海证券交易所审议通过，产品总规
模为50亿元。

市场展望

尽管投资市场基本面走弱，目前市场上
仍有一些交易在进行阶段。由于第四季
度通常是成交旺季，预计2017年第四
季度会有更多的交易完成。
随着债券融资渠道收窄，同时融资成本
不断攀升，以借款作为融资渠道的投资
将会出现减缓，但是关注于长期稳定回
报率以及以股权融资为主要方式的长期
投资者预计可能会占更大的交易比例。

中国开发商在过去三年在债券市场发行
了大量的债券。将要到期支付的债券
将在2018年翻倍至约人民币150亿，在
2020年达到高峰至约人民币450亿。面
临接下去三年支付到期债务的压力，开
发商预计将会重新评估他们的业务，出
售一些非核心资产，重新组合资产包。
因此，我们预计市场可以看到更多的资
产包交易和合并成交。 

表3

租赁性质土地成交，2017年第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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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名

区域

用途

买家

北蔡社区z000501单元
03-02、03-03地块

浦东

租赁住房

132,770

8.96

6,748

上海地产（集团）

古北社区w040502单元
e1-10地块

长宁

租赁住房

27,949

3.57

12,762

上海地产（集团）

南码头街道滨江单元
06-05地块

浦东

租赁住房

43,806

3.45

7,872

上海地产（集团）

漕河泾社区196a-08地块

徐汇

租赁住房

13,941

0.9

6,466

上海地产（集团）

张江南区配套生活基地
a3-06地块

浦东

租赁住房

130,015

7.24

5,568

上海张江（集团）

嘉定新城e17-1地块

嘉定

租赁住房

71,284

4.24

5,950

上海嘉定新城发展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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