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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经济去杠杆、降风险仍为2018年中国政府以及开发商的主要工作重心。

 第四季度投资市场共达成23宗主要
交易，总金额达人民币369亿元，占全
年交易总额的36%。

 写字楼物业在2017年仍然为最受欢
迎的资产类别，占总成交额的66%，其
中13%收购目的预计为自用。

  国际投资者占成交总额的31%，对
境内买家海外交易的限制增加了大陆投
资市场的竞争。

 核心区域甲级写字楼收益率在第
四季度保持稳定在4.8%，净收益率约
3.4%。

“杨浦区在2017年获得大量投资
关注。得益于该区域的资产升值
潜力为买家看好，杨浦区大宗交易
成交额占全市总成交额的19%。” 
简可，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图片：杨浦滨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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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综述
2017年投资市场非常活跃，共完成66
宗主要交易，总金额1,035亿人民币，
同比上升29%。在核心资产投资收益率
不断下行的市场，投资者竞相追逐具备
增值潜力的投资机会。

尽管在核心商务区的核心写字楼仍然是
国内机构买家的投资重点，国内和国际
投资者都对在非核心和新兴商务区的资
产有不断上升的投资兴趣。 2017年商
务园区成交总额达到人民币98亿元，
为2016年成交总额的1.5倍。非核心商
务区及商务园区的资产成交价格相对较
低，并且拥有更多的增值空间。虹桥商
务区、北外滩、五角场、杨浦以及张江
和漕河泾等商务园区均成为受欢迎的投
资目的地。

随着政府进一步鼓励租赁住房市场的发
展，2017年出现不少投资酒店并计划
改造成长租式公寓的投资者。2017年
共有5宗酒店成交，成交总额达人民币
51亿元；相比之下，2016年仅2宗酒店
成交，成交总额为人民币1.9亿元。受
到投资欢迎的酒店一般位于公共交通方
便的位置。上海格澜国际大酒店、上海
明悦大酒店、浦西开元大酒店以及长风
国际2号楼都属于此类成交。

2017年开发商融资面临很大挑战。境
内企业债券发行量在过去四年内首次降
低。尽管国家发改委在2017年下半年
放松了海外债券发行的批准，境外债券
通常有更高的利息要求，而且只有较大
规模的开发商可以发行。另外，中国房
地产开发商现在所支付的债券利息也为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图 1

上海投资市场主要交易按单笔成交金额统计，2011
年 –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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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以来最高水平，他们也在未来四年
面临高额的债券偿还额（包括境内和境
外企业债券），特别在2020年将达到
高峰。融资的困难将不可避免的导致开
发商重新审视其资产，以及寻求资产证
券化等其他的融资方式。

各物业市场及交易
第四季度投资市场共达成23宗主要交
易，总金额369亿人民币，环比上升
66%。2017年大宗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
1,035亿元，同比上升29%。

写字楼市场
市场概述
2017年第四季度，核心商务区没有新
写字楼项目入市，全年新增供应共计约
110万平方米，同比上升56.6%。全年
净吸纳约为71.1万平米，同比上升54%

表 1
各物业子市场回报率和资本价值*，2017年第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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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商务区甲级写字楼空置率微降
0.7个百分点至1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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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元，同比上涨1.5%。

第四季度，非核心商务区共计五个新
项目入市，带来约37.8万平方米新增供
应，至此，非核心商务区全年新增供应
共计约140万平方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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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环比上升1.7个百分
点，同比上升7.2个百分点；平均租金
与上季度基本持平，为每平方米每天人
民币5.7元，同比上涨6.4%。

2018年，核心商务区与非核心商务区
预计将分别迎来120万平方米、130万
平方米新增供应，而持续的大量供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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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进一步推升全市空置率。供应井喷态
势无疑会继续给业主施压，通过提供优
惠政策以保留租户。除了业主之间的
竞争，业主同联合办公运营商竞争也日
益激烈。

投资风向
上海写字楼市场透明度较高 ，拥有很
高的流动性，同时写字楼物业对管理要
求相对较简单，因此写字楼仍然为投资
者主要追逐的投资对象。鉴于核心写字
楼在市场上有限，同时收益率也在不断
下行，拥有增值空间的资产更多的受到
投资者的青睐。寻求仍然处于价值洼地
的资产使得投资目的地不断向非核心商
务区延伸。

交易
第四季度，写字楼市场共完成15笔主
要成交。 

- 世联行以人民币26.6亿元从基汇资本
收购浦汇大厦。浦汇大厦位于黄浦区，
由一栋22层的写字楼和2层的零售商业
组成，交易时大厦入驻率达到85%。基
汇资本在2013年4月以人民币16.7亿元
收购此项目。

- 基汇资本以人民币50亿元从SOHO中
国收购了SOHO凌空。SOHO凌空有
10.3万平方米的写字楼面积以及2.5万
平方米的商业面积。 项目在2014年11
月入市，在2017年10月出售时入驻率
为97%。SOHO中国在2014年将10万平
米的写字楼面积以人民币30.5亿出售给
了携程旅行，携程收购做办公使用。

- 五牛基金以人民币15亿元从中融长河
资本收购了中融信托大厦，项目位于静
安区，建筑面积达到4.1万平方米。

- 上海人寿以人民币13.6亿元从陆家嘴
地产收购了渣打银行大厦44%的股权。
渣打银行大厦位于陆家嘴金融区，建筑
面积为4.6万平方米。

- 瑞安地产将在瑞虹新城项目内的一商
业开发项目资产包以人民币38.7亿元出
售给中国人寿。资产包包括两项已建

成的项目：月亮湾和星星堂，合计可
售建筑面积11.1万平方米，以及一项在
建项目：太阳宫，地上建筑面积28.3万
平方米。

- 瑞安地产以人民币11.4亿元从建发集
团收购了建发君逸大厦。项目位于杨
浦区新江湾城区域，靠近瑞安地产的创
智天地项目。建发君逸大厦由两座写
字楼组成，合计可售建筑面积4.5万平
方米，拥有418个地下停车位。项目在
2017年9月新建成。

- 贝莱德以人民币12亿从PGIM地产收
购了北岸长风E栋和G栋。项目位于普
陀区长风板块，在两年后预计将开通
地铁15号线。E栋是一栋15层的写字
楼，地上建筑面积为2.1万平方米，G
栋地上建筑面积为6千平方米。PGIM
在2016年以人民币8亿元从ARA收购
该资产。

- 中国金茂以人民币60亿元向上港集团
出售50%星港国际中心股份，项目包括
12万方的商业（从地下三层至地上三
层），31.4万方的写字楼以及4.8万方
的服务式公寓。

零售市场
市场概述
2017年全年共96.6万平方米新增供应
入市，较2016年下降18%。虽然新增供
应持续冲击市场，全市空置率仍持续下
降。截至2017年年末，同比下降2.0个
百分点至7.0%。

购物中心首层租金同比上涨1.4%至每平
方米每天人民币27.4元。南京西路仍为
全市最贵商圈，而小陆家嘴同比涨幅最
高，达7.4%。

预计2018年将有14个项目近140万平方
米新增供应入市，因此零售市场仍将经
受供应压力。大量供应入市将抑制整体
租金增长幅度，但新型零售、餐饮店、
美妆护肤品牌开店需求旺盛，支撑优质
项目租金稳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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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市场可售资产较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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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
本季度没有纯零售项目交易，然而在
2018年1月万科以人民币83.6亿元向凯
德置地收购了一个包含在中国各地20个
商场的资产包。万科在2016年向黑石
收购了印力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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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上海五星级酒店平均
每间房价格为1,010元，入住率为78%
；四星级酒店平均每间房价格为552
元，入住率为77%。五星级酒店与四星
级酒店平均每间可供出租客房收入同比
持平，分别为791元和423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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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购位于核心区域的酒店项目并改造成
其他资产类别，尤其是租赁公寓或办公
类产品仍然是国内收购酒店的主要目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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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
- 光大安石以人民币13.2亿元从上海明
悦集团收购上海明悦大酒店，意图重新
定位成租赁型公寓与办公相结合产品。
酒店位于浦东新区崮山路。

- 盛煦地产和汇贯南丰以人民币6.8亿元
收购了浦西开元大酒店，意图改造为租
赁公寓。酒店位于静安区新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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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市场
市场概述
第四季度上海新建商品住宅新增供应环
比下降64.5%，同比下降77.4%。有限
的供应导致一手商品住宅成交为历史新
低，环比下降29.0%，共计约120万平
方米，同比下降44。%。本季度一手商
品住宅成交均价涨至新高，达到每平方
米人民币48,900元，环比上涨4.6%。

全市服务式公寓空置率环比下降0.7%个
百分点，浦东服务式公寓空置率环比上
升2.2个百分点，同时浦西服务式公寓
空置率环比上升1.5个百分点。

投资风向
虽然市场上仍有整体收购服务式公寓项
目的需求，但是供出售的现有服务式公
寓机会有限。

随着政府进一步支持租赁住宅市场的发
展，投资者对该市场的兴趣不断上升。
在2018年1月，上海市政府协同中国发
展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以及其他国企开
发商发布了合作协议，强调了金融机构
对该市场融资方面的支持。

交易
华平资本、红杉资本以及腾讯对中国的
租赁住宅平台自如进行了人民币40亿元
的投资。自如是一家总部在北京的租赁
住宅平台，成立于2011年，目前管理
的50万间分布在中国的9个主要城市，
服务于120万租户。

万科计划发行高达人民币350亿元的直
接融资来提高财务流动性，同时为例如
长租公寓等项目进行融资。

物流市场
市场概述
电子商务的高速发展加之一、二线城
市工业性质土地供应有限，使得投资
者仍然保持对物流资产的投资兴趣。
从2015年以来，工业用地的供应一直
处于低位，2015年至2017年间，上海
成交的工业性质用地合计可建面积为
1,100万平方米，然而在2014年成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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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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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建面积达1,280万平方米。有限的工
业性质土地供应将会导致物流资产的租
金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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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上海周边的卫星城市
的资产受到更多的欢迎。

交易
2018年1月中国光大集团向嘉民集团收
购了一项包括7个物流资产的资产包。
资产包所含的资产合计可租赁面积为
32万平方米，分散在昆山、嘉兴、无
锡、青岛、西安以及沈阳。嘉民集团
被预计为在GLP之后中国第二大仓储
运营商。CPPIB对嘉民集团中国部分持
股80%。

土地市场1 
2017年上海土地市场交易总金额为人
民币1,020亿，同比下降26% ，商品住
1 土地成交数据不包含保障性住房

宅2和商办综合用地成交分别占总额的
31%和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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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6元和人民币每平方米14,922元。
商品住宅用地中，以销售为目的和以
租赁为目的的成交楼面均价分别为人民
币每平方米20,540元和人民币每平方米
6,896元。

租赁性质用地在2017年第四季度增加
了供应量达到15块，合计成交金额为人
民币70.5亿元，成交楼面均价为6,630
元。成交的15块土地均由国企开发商
购得，分布在黄浦、浦东、闵行以及长
宁等区。

市场新闻
健康医疗市场获得投资关注
尽管中国的健康医疗市场仍处于相对不
成熟的阶段，但却是发展中经济体中发
展最迅速的。另外，中国政府也将完善
健康医疗作为最新的五年计划中的工作
重点之一。在这样的情况下，投资者也
对该领域的相关资产投资表现出积极兴
趣。信德集团与鹏瑞利置地集团以及其
他在新加坡和泰国的公司共同投资美元
12亿，用于收购中国健康医疗相关资
产。另外，12月，中国民生投资集团宣
布将引入新的技术，进行新一轮的融资
来扩大其养老产业相关事业。
2 商品住宅不包含保障性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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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主要成交案例，2017年第四季度

浦汇大厦 SOHO凌空       50%星港国际中心 44%渣打银行大厦

地址 黄浦区福州路318号 长宁区金钟路968号 虹口区海门路55号 浦东新区世纪大道201号 

成交时间 2017年12月 2017年10月 2017年12月 2017年12月

物业类型 写字楼 写字楼 综合体 写字楼

成交总价 （亿人民币） 26.6 50.1 60.0 13.6

地上建筑面积（平方米） 41,662 128,175
313,500（包括三层地下零售

面积）
46,100

卖家 基汇资本 SOHO中国 中国金茂 陆家嘴地产

买家 世联行 基汇资本 上港集团 上海人寿

交易结构 境内股权 境外股权 境内股权 境内股权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瑞虹新城49.5%股权 建发君逸大厦       北岸长风E栋G栋 上海明悦大酒店

地址 虹口区瑞虹路383号 杨浦区国安路386号 普陀区大渡河路 浦东新区崮山路500号

成交时间 2017年12月 2017年12月 2017年12月 2017年12月

物业类型 综合体 写字楼 写字楼 酒店

成交总价 （亿人民币） 38.7 11.4 11.7 13.2

地上建筑面积（平方米） 393,460 45,298 27,805 36,235

卖家 瑞安地产 建发集团 PGIM 明悦集团

买家 中国人寿 瑞安地产 贝莱德 光大安石

交易结构 境内股权 境内股权 境外股权 境内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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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gency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表3

租赁性质土地成交，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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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桥镇陈春路一号c-2地块 松江 住宅 62,124 18.5 29,843 金地集团 

罗店新镇bsp0-2202单元h-02
地块

宝山 住宅 89,011 25.9 29,045 卓越集团

世博会地区会展及其商务a片区
a02b-01、a02b-02地块

浦东 商办 65,765 18.8 28,531 中核发展

航头镇三单元b1-02地块 浦东 住宅 123,500 34.4 27,824 华润置地

南桥新城15单元
06a-03a、10a-03a区域地块

奉贤 住宅 184,025 42.3 23,000 龙湖集团

万科投资不良资产
12月，中国万科与工商银行联合设立
基金用于投资不良资产。万科将会投
资人民币50亿元，基金将会投资于不
良资产重组，并购等机会。另外，黑
石在8月以美元2亿收购了一个中国不
良资产资产包。2017年，贝恩资本同
样宣布了投资于亚洲市场不良资产的
投资计划。

市场展望
2018年政府的工作重心仍在去除经济
杠杆，因此预计来年会有更紧的货币
政策。这可能将导致开发商重新评估资
产，通过出售非核心资产和资产包来偿
还旧的债务。

投资者预计将会寻求一些非传统资产来
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另类资产包括物
流资产、数据中心和老年公寓。更大规

模的投资者将会采用与当地政府合作的
形式参与城市更新以及一些新的城镇开
发项目。

随着人民币升值，行政限制资本出境将
有所放松，中国政府限制中国企业海
外投资预计也将在2018年有所减少。
预计将有更多的中国企业在海外进行基
础建设类型的项目投资收购，与一带
一路政策相关的项目会受到更多投资
关注。 

Siu Wing Chu
Managing Director、
Central China
+8621 6391 6688
siuwing.chu@savills.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