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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受限于市场资金面紧张以及贷款融资困难导致第二季度市场成交总量继续保持较低的
水平，上半年大宗成交总额为人民币242亿元，仅为2017年上半年的二分之一。
 第二季度投资市场共达成13宗主要
成交，总金额人民币157亿元，同比下
降34%。
 本季度成交的写字楼项目均位于非
核心商务区，同时成交单价均较低。核
心资产买家和卖家之间存在较大的价格
预期差异。

 瑞安地产以人民币45.9亿元向大悦
城地产出售了瑞虹新城综合体中的两
块地块49.5%的股权，两地块合计可建
建筑面积26.9万平方米。在七月初，
瑞安地产联合太平洋保险和永业集团
以人民币136亿元收购位于新天地的三
宗地块。
 核心区域甲级写字楼收益率在第
二季度保持稳定在4.8%，净收益率约
3.4%。

“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网上公布的条例，保险资金将
被允许投资到例如北京、上海等
中大型城市的长租公寓项目，这一
举措将为长租公寓市场带来进一
步发展。” 简可，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
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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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综述

图1

第二季度投资市场成交持续缓慢，本
季度成交总金额人民币157亿元，同比
下降34%。

写字楼成交按单价笔数占比， 2017年vs 2018年上
半年
2018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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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另外，零售物业为投资者提供更多价值
增值的投资机会，尤其对于拥有丰富改

道，同时还面临着大量负债到期需要偿

于12.4%，同比上升2.2个百分点。本

造和翻新零售商场经验的境外投资者来

还，目前面临很大压力。

季度核心商务区甲级写字楼平均租金

说，特别受关注。该类零售物业通常位

走势基本平稳，至每平方米每天人民

于中心地段，但是运营欠佳。本季度有

各物业市场及交易

五项成交属于这个类型，合计总成交金

第二季度投资市场共达成13宗主要交

额为人民币43.8亿元。其中包括盛煦地

易，总金额人民币157亿元。

币9.0元。
非核心商务区迎来了五个新项目集中交
付，共计56.3万平方米新增供应。截至

产投资和汇贯南丰收购了百联虹口购物
中心，计划将部分改造为拥有商业配套

写字楼市场

季末，非核心商务区甲级写字楼存量推

的长租公寓。

市场概述

升至410万平方米。受大量新增供应影

第二季度核心商务区共计五个全新写字

响，非核心商务区写字楼空置率环比上

2018年政府持续推出对房地产板块降

楼项目入市，为市场带来约42.6万平方

升1.7个百分点至35.5%，为过去三年以

杠杆的一系列政策，其中包括限制企业

米办公面积，至此，全市核心商务区

来新高。平均租金与上季度基本持平，

将并购贷款用于购买土地；限制非银行

甲级写字楼存量升至870万平方米。受

为每平方米每天人民币5.8元。

金融机构通过委托贷款向房地产和基础

新增供应及浦西次级商务区租赁活跃驱

设施板块融资；限制房地产开发商将

动，市场需求于二季度集中释放，季内

预计今年下半年还将迎来约140万平方

境外基金融资用于收购境内房地产物业

净吸纳量近37万平方米。强劲吸纳抵

米新增供应面积（含核心商务区和非

或者作为经营性资本。部分高负债率的

消了巨大供应给市场带来的压力。二

核心商务区），空置率因而将进一步

中国开发商无法获得过去充足的融资渠

季度核心商务区甲级写字楼空置率维稳

上行。

表1

各物业子市场回报率和资本价值*，2018年第二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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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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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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风向

零售市场

民币4.3亿元收购了金开利广场。西康

上海写字楼市场透明度较高 ，拥有很

市场概述

路608号项目共四层，合计可售建筑面

高的流动性，同时写字楼物业对管理要

第二季度共有三个新项目共314,380平

积6,662平方米，靠近地铁7号线昌平

求相对较简单，因此写字楼仍然为投资

方米零售面积入市，且有两个项目完成

路站。金开利广场合计可售建筑面积

者主要追逐的投资对象。目前买家与卖

改造升级。核心商圈购物中心空置率

10,513平方米。

家对核心资产的价格预期存在比较大的

较上季度上升1个百分点，为6.2%，非

差距，相比之下，位于非核心商务区的

核心商圈空置率下降0.2个百分点，至

- 盛煦地产投资和汇贯南丰以人民币

资产能够提供更高的收益率以及更多的

6.6%。全市购物中心首层租金第二季

4.65亿元收购了虹口百联购物中心，意

资产升值机会更受投资者青眯。另外，

度环比上涨0.4%至每平方米每天人民

图将其改造成拥有零售配套的长租公

商务园区预计租金将不断上涨，同时也

币27.9元。

寓项目。

新零售持续扩张，线上线下企业交互明

酒店市场

显，有望激发新型租赁需求及消费热

市场概述

共享办公领域仍受资本追捧，同时市场

情。下半年将迎来多个项目入市，预计

酒店业仍然是中国房地产表现最为疲软

在一轮轮的合并中变得更加成熟。远洋

将对空置率及租金均有所影响。

的行业之一。截至2018年5月上海五星

获得来自研发和科技公司的租赁需求，
加之较高的收益率获得大量投资兴趣。

资本和华融融德资产管理向纳什空间投

级酒店平均每间房价格为992元，入住

资近5亿人民币，纳什空间成立于2013

投资风向

率为70.7%。同时四星级酒店平均每间

年，总部位于北京，在北京、天津、上

零售市场销售额上升，居民收入和支出

房价格为541元，入住率为69.7%。五

海和深圳，有超过80万平方米的共享

水平也上涨。乐观的基本面导致境外拥

星级酒店和四星级酒店平均每间可供出

办公空间。

有商场运营经验和改造经验的投资者持

售客房收入同比分别下跌2%和3%。目

续关注投资运营情况不良但是位于核心

前酒店业出现有无印良品和宝格丽等零

交易

位置的商场资产。该类资产能够提高更

售品牌加入，该类零售品牌通过开设酒

第一季度，写字楼市场共完成三笔主

高的收益率，并且面临来自国内资本较

店的形式宣传品牌形象、文化和独特的

要成交。

少的竞争压力。

品牌体验。另外，百度也与酒店合作，

- IDG资本以人民币7.26亿元从上海城

交易

投控股收购湾谷科技园B7楼。湾谷科技

本季度有五项主要零售项目成交，包

投资风向

园位于杨浦区的新江湾城板块，B7楼

括：

收购位于核心区域的酒店项目并改造成

推广其智能家具产品。

建筑面积为2.8万平方米。项目出售时

其他资产类别，尤其是租赁公寓或办公

为空置状态。莱蒙国际在2017年第三

- 融创、盛煦、美罗、华凌成立的合资

类产品仍然是国内收购酒店的主要目

季度以人民币24亿元收购了湾谷科技园

公司以人民币25亿元收购了上海广场

的。同时，专业酒店投资者在寻找以优

A4/C4和C7三个楼，合计建筑面积10

90%股权以及以人民币7亿元收购了位

惠的价格收购酒店资产的机会。

万平方米。

于黄浦区豫园附近的福都商厦。上海
广场位于淮海中路，地下一层至地上六

交易

- 歌斐资本以人民币4.52亿元从宝龙地

层，合计可售建筑面积40,693平方米。

本季度没有酒店物业单笔资产成交。

产收购了七宝宝龙大厦T2楼。七宝宝龙

早在2005年摩根斯坦利以人民币9.28亿

大厦位于大虹桥板块，毗邻地铁10号

元收购了该商场，进行了内部装修和租

住宅市场

线行中路站以及地铁9号线七宝站。T2

户调整，并在2007年重新开业前改名

市场概述

楼建筑面积14,583平方米。七宝宝龙大

为无限度广场。之后在2009年末，红

二季度，上海新建商品住宅新增供应累

厦T3/4/5三幢楼于2017年第一季度以人

楼集团以人民币14.2亿元收购了该项资

计约142万平方米，环比回升110.5%。

民币11亿元出售，合计建筑面积40,400

产，并在过去十年间将该上场的入驻率

一手商品住宅成交量共计约145万平

平方米。

提升至90%左右。此次该合资公司计划

方米，环比上涨21.4%，同比下降

将商场的较高层区域改造成共享办公，

30.1%。一手商品住宅成交均价达到

- 中城投资以人民币4.03亿元从绿地控

较低层位置作为商业配套进行保留。

每平方米人民币49,800元，环比上涨

股收购了虹桥世界中心项目4-10层，共

福都商厦合计可售建筑面积16,783平方

12.9%，同比微升4.8%。

计9,589平方米。虹桥世界中心位于大

米，同样预计将较高层区域作为共享居

虹桥板块，毗邻国家展览中心。

住空间进行改造。

投资风向
虽然市场上仍有整体收购服务式公寓项

- 摩根斯坦利以人民币2.6亿元收购了位

目的需求，但是供出售的现有服务式公

于静安区的西康路608号项目以及以人

寓机会有限。随着政府进一步支持长租

savills.com.cn/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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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主要成交案例，2018年第二季度
上海广场90% 股权

福都商厦

地址

黄浦区淮海中路138号

黄浦区人民路399号

杨浦区国权北路1688弄

闵行区新镇路1399弄

成交时间

2018年5月

2018年6月

2018年4月

2018年第二季度

物业类型

零售

零售

写字楼

写字楼

成交价格 （亿人民币）

25.0

7.0

7.3

4.5

可售建筑面积（平方米）

40,693

16,783

28,042

14,583

卖家

红楼集团

红楼集团

城投控股

宝龙地产

买家

融创20%、盛煦10%、华凌35%
、美罗35%

融创20%、盛煦10%、华凌35%
、美罗35%

IDG 资产

歌斐资产

交易结构

境内股权

境内股权

资产

资产

虹桥世界中心 4-10层

西康路608号项目

金开利广场

百联虹口购物中心

地址

青浦区诸光路1588弄

静安区西康路608号

黄浦区西藏南路758-2号

虹口区同丰路699号

成交时间

2018年4月

2018年第二季度

2018年第二季度

2018年6月

物业类型

写字楼

零售

零售

零售

成交价格 （亿人民币）

4.0

2.6

4.3

4.7

可售建筑面积（平方米）

9,589

6,662

10,513

31,645

卖家

绿地控股

私人卖家

私人卖家

平安银行

买家

中城投资

摩根斯坦利

摩根斯坦利

盛煦地产投资&汇贯南丰

交易结构

资产

境内股权

境内股权

境内股权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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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住宅市场的发展，投资者对该市场

工业地产市场

产、开发项目以及平台股本注入。市场

的兴趣不断上升，也出现了大量资本涌

市场概述

对于优质的物流物业仍有很大的需求，

入该领域。

电子商务的高速发展加之一、二线城市

许多境外基金都在积极寻觅投资中国物

工业性质土地供应有限，使得投资者仍

流物业的机会。行业新的投资者由于不

交易

然保持对物流资产的投资者兴趣。有限

具备管理运营经验和资源，往往倾向于

大悦城地产以人民币45.9亿元收购了

的工业性质土地供应将会导致物流资产

成熟已产生现金流的物流资产。但是一

瑞虹新城项目下两地块49.5%的股权。

的租金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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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1号地块可建建筑面积11万平方

的资产受到更多的欢迎。

米，目前已完成拆迁，将建高端住宅公

上海致力于将其自身打造为高端制造中

寓；7号地块可建建筑面积15.9万平方

心。市场上对结合制造、研发以及物流

米，预计将在2018年完成拆迁工作。

等功能的综合制造中心的需求不断上

交易

瑞安地产在2017年将瑞虹新城中39.3万

升。例如，特斯拉将在上海临港建成海

香港的物流公司Tigers收购了位于上海

平方米的商业部分的49.5%的股权以人

外超大型工厂，工厂是外商独资形式，

的两处合计3,779平方米的仓库，公司

民币38.7亿元出售给了中国人寿。

同时也是外商在中国最大的独资项目。

预计可以通过收购扩大产能34%。

对于外商股比限制的放松会为更多的国
同时，很多投资者以合作的方式投资于

同时，市场出现几只用于收购物流资产

际企业在中国建立工厂铺路。

的基金。GLP成立了一支金额为人民币

长租公寓市场，例如，新加坡主权财富
基金GIC与Nova成立合资公司，将投

随着中国不断成为世界高科技发展前

100亿元的基金用来收购与物流相关的

资高达人民币43亿元的资本用于收购、

沿，同时新的网络法规规定互联网公司

企业，将专注于采用高科技提高效能的

改造和运营在中国主要城市的长租公寓

需要将中国用户的数据存储在中国，市

物流相关公司。三个月前，GLP与中国

项目。另外，位于上海的共享居住运营

场对数据中心的需求也在日益增多。数

人寿合作设立了一只价值16亿美元的增

商湾流国际青年社区与基汇资本合作设

据中心的回报率较高，通常租赁周期较

值型投资基金关注于投资在中国的物流

立10亿美元基金用于收购现存项目进

长，刺激投资者将现存物业重新开发为

机会。另外，物流地产开发商ESR与北

行改造为长租公寓。同时，湾流国际青

数据中心。然而，数据中心前期需要大

京建设合作成立了一只价值10亿美元的

年社区与远东宏信签署战略合作书将成

量的资本投入用于完成配套，导致数据

基金用来收购位于中国的物流项目。

立基金合作收购用于开发长租公寓的地

中心的投资需要更长的投资周期来收

块。龙湖集团与加拿大养老基金投资公

回，这对于短期的基金是一个问题。

土地市场1
2018年第二季度上海土地市场交易总

司共同设立长租公寓投资平台，用于投
资位于中国一线和核心二线城市的长

投资风向

金额为人民币139亿元，同比下降

租公寓项目，双方首期投资额共计8.17

物流仓储市场由几个运营商垄断，多数

21%。商品住宅2和商办综合用地成交

亿美元。

成交都涉及这几家主要运营商旗下的资

分别占总额的40%和49%。商品住宅和
商办综合成交楼面均价分别达到人民
币每平方米22,898元和人民币每平方米

图2

土地成交面积和楼面单价，2008年 – 2018年第
二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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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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67%。供应主要集中在松江区、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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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交易金额达人民币14.4亿元，同比上

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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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每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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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成交。
这一季度工业性质用地供应有所上升，

45

35

12,640元。本季度有一宗租赁性质土

市场新闻
澳大利亚最大养老地产开发商
Lendlease进入中国市场
Lendlease在澳大利亚管理超过70个老
年住宅社区，合计12,500个住宅单元，

5

3,000

入驻人员约16,500人。该公司与青浦区

0

0

政府签订关于青浦朱家角一地块50年使
用权用于开发一价值为人民币19亿元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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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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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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老年住宅社区的协议。建设工程预计
将在明年早年开工，完工后，将提供约
900个住宅单元。

市场展望

商的规模达到一定程度，预计会考虑通

市场融资环境对投资者尤其是开发商而
言仍然不容乐观，保险公司和有较多资
金储备、不需大量杠杆投资的基金投

海航集团出售另一资产
海航集团向本地开发商福晟集团以人
民币29亿元出售了一个在建的综合体
项目，项目位于前滩板块，预计将建
成2座各20层的住宅楼以及一座24层的
写字楼。

资公司预计将在未来几年完成更多的市
场成交。

过上市进一步进行融资。
工业地产项目，尤其是物流资产仍然供
应有限，且预计将带来较高的租金增长
潜力和较高的回报率，继续获得资本
的追逐。

市场上对于包括共享办公等共享经济产
品仍然有很高的需求，该类项目的投资
也会继续受到投资者的青眯。随着运营

表3

主要土地成交，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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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海社区c2-2a地块

杨浦

商办

27,001

8.1

30,000

杨浦滨江投资开发

黄浦江南延伸段ws5单元188sq-1地块

徐汇

商办

76,894

19.6

25,500

网易

新江湾社区n091104单元
a3-05地块

杨浦

租赁住房

84,515

6.8

8,000

上海城投置地

梅陇社区mhp0-0307单元
07-03地块

闵行

商业用地

42,584

4.3

10,081

上海林腾投资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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