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savills.com.cn/research

•   2019年第一季度投资市场共达成六宗主要成交，总
金额约人民币276亿元，同比上升66%。

•    由于融资环境仍然严峻，市场基本面不容乐观，卖家
开始调整价格预期，市场资本化率有所上升。

•   第一季度融资环境回暖，开发商境内外密集发债，然
而大部分募集所得将主要用于偿还现有债务。

• 国际投资者持续保持积极收购态度，收购对象集中
于具有发展前景的次级商务区。

•    越来越多的资本投入于工业及物流仓储设施，使得
该市场得到持续发展。

•    华润联合体以总价58亿元在一级市场拍得一位于静
安区的商业用地，成交楼面价达到每平方米人民币
6.5万元。

•    近期的交易中核心区域甲级写字楼收益率在第一季
度上升0.1个百分点，达到4.8%，净收益率约3.5至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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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投资者保持兴趣
随着资产价格有所回调，市场上出售物业增加，预计2019年整体的投资市场将会变得更为
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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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上海各物业类型主要大宗成交汇总，Q2/2014 至
Q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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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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Q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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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各物业子市场回报率和资本价值1，Q1/2019

来源 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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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市场概述
2019年上海投资市场成交有所回暖，总金

额约为人民币276亿元，同比上升66%。
国际投资者延续2018年下半年的态势，积

极寻求收购上海物业的机会，意图把握这个
收购窗口。由于位于非核心商务区的物业面
临未来供应过量的问题，基本面压力较大，
因此国际投资者对位于例如北外滩和旧卢湾
滨江等次级商务区内的资产更具投资兴趣。
国际买家活跃的收购态度显示了他们对于上
海商业地产以及中国经济的发展信心。投资
价格区间在平均人民币25亿元至40亿元。
由于开发地块对于后期资本投入要求较

高，有资金问题的开发商开始寻求合作伙伴
或者出售其大规模的开发地块项目以缓解资
金压力。例如，第一季度绿地集团以人民币
121亿元收购了中民投持有的董家渡一地块
50%的股权。中民投在2014年联合其他两个
开发商以人民币250亿元拍得该地块，从这
个角度看，此次的出售价格为打折价格。据
报道，中民投在1月份发生一笔人民币30亿
元债券逾期未能偿付情况。
面对经济增速减慢，中国政府开始实施更

为松紧适度的货币政策。除了鼓励银行能够
更多贷款支持中小型企业，2019年第一季度
看到市场上出现开发商境内外密集发债。然
而值得一提的是，开发商2019年面临高额的
到期债务偿债压力，因此大部分发行的新债
预计都将用来偿还旧债。

写字楼市场 
2019年第一季度，核心商务区有三个全新

写字楼项目入市，为市场带来约10.5万平方
米办公面积。三个项目包括瑞明大厦，富士
康大厦以及国贸中心二期G2。季内净吸纳量
共计约8.8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4%。然而浦
西核心商务区已连续第三个季度录得负吸纳
量。核心商务区甲级写字楼空置率环比上升
0.1个百分点至12.5%，核心商务区甲级写字
楼租金指数环比下跌0.1%，至每平方米每天
人民币9.01元。
非核心商务区共计两个全新项目交付入

市，为市场带来约9.8万平方米新增供应。同
核心市场表现类似，非核心商务区写字楼空
置率环比上升1.9个百分点至33.9%，租金指

数环比下跌0.2%，至每平方米每天人民币
5.87元。
预计年内新增供应有望达到或接近2017

年峰值，核心商务区与非核心商务区均将迎
来多达100万平方米的新供应。在租户持续
主导市场得背景下，新项目预租情况欠佳，
整体去化周期或将进一步拉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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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位于核心区域的物业更能抵
抗租金下降的压力，因此获得更多投资关
注。随着卖家调整价格预期，市场成交资本
化率有所上升。

交易
第一季度，写字楼市场共完成三笔主要成

交。
-三菱物产以人民币约11亿元收购包括腾飞
大厦以及腾飞元创大厦各45%股权的一资
产包。腾飞元创大厦靠近人民广场，地上总
建筑面积24,880平方米。这个项目于2018年
11月升级改造后重新入市。改造后的大厦包
括了星桥腾飞旗下的联合办公品牌“奕桥”
。AEW在2015年第二季度以人民币9.4亿元
从黑石收购了该项目（曾命名宝龙大厦）。之
后2017年第一季度星桥腾飞以人民币13.2亿
元收购该楼。腾飞大厦位于徐家汇商圈，地
上总建筑面积44,000平方米。目前腾飞大厦
处于装修升级阶段，预计将于2019年第二季
度重新入市。
-蚂蚁金服、支付宝以人民币23.5亿元收购
陆家嘴金融广场2号楼作为自用。该项目位
于竹园板块，总建筑面积49,000平方米。早
于2012年阿里巴巴与支付宝即与陆家嘴签署
合作协议预订浦东金融广场2号写字楼。
-吉宝置业从一方集团以人民币46亿元收购
了一方大厦。一方大厦写字楼建筑面积
47,400平方米，零售面积26,900平方米。一
方大厦位于北外滩，于2017年第一季度入
市，出售时仍为空置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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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7.5% 6.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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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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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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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市场
第一季度仅普陀区真如商圈的星光耀广场一个新项目入市，为市场带来

44,000平方米新增供应。核心商圈购物中心空置率较上季度上升0.2个百
分点至6.8%；非核心商圈由于多个项目调整导致空置率环比上升1.1个百分
点至7.9%。第一季度全市购物中心首层租金环比上涨0.3%至每平方米每
天人民币27.7元。
核心商圈多个传统百货进行升级改造，预计将继续带动商圈氛围提升、

刺激消费热情。

投资风向
境外拥有商场运营和改造经验的投资者持续关注投资运营情况不良、但

位于核心位置的商场物业。根据标的项目所处的商业位置以及内部构造，
考虑改造为联合办公、长租公寓或者相结合的产品或者做升级装修。该类
资产通常能够提供更高的收益率，并且面临来自国内资本较少的竞争压
力。由于近年大量新增供应入市令市场竞争激烈，目前存在多个具备此类
改造潜力的旧项目。

交易
Brookfield以人民币105.7亿元从绿地香港收购了绿地黄浦滨江项目的

三座写字楼以及建筑面积为79,296平方米的零售部分。该项目位于黄浦
区，靠近十三号地铁世博会博物馆站。

酒店市场
酒店业仍然是中国房地产表现最为疲软的行业之一，但随着居民旅游消

费持续增加，酒店行业的基本面预计将会不断走强。截至2019年2月上海
五星级酒店平均每间房价格为886元，入住率为47.9%。同时四星级酒店平
均每间房价格为508元，入住率为44.9%。五星级酒店平均每间可供出售客
房收入同比下降3%，四星级酒店平均每间可供出售客房收入上升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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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收购酒店的主要目的。同时，随着国内旅
游业不断发展，旅游需求日益旺盛，专业酒店投资者也在寻找以优惠的价
格收购酒店资产的机会。

住宅市场
第一季度，上海新建商品住宅新增供应累计约146万平方米，较上月环比

下降49.4%。一手商品住宅成交量共计约142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同比上
涨19.1%。一手商品住宅成交均价达到每平方米人民币56,500元，环比下
跌7.8%。

第一季度无新增服务式公寓入市，但一些预计在第二季度正式入市的项
目已于第一季度开始试运营。第一季度全市空置率平均空置率上涨0.5个百
分点至14.8%。全市平均租金为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204.8元，租金指数环
比下跌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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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继续不断推动长租公寓市场的发展，继续推出租
赁性质用地，建立有利于市场发展的政策以及融资环境。投资者也继续对
这一市场保持充分的兴趣。目前市场有三种长租市场投资方式，分别为收
购纯租赁性质用地、收购改造项目或者例如自如等品牌的转租。市场不断
出现资产证券化产品，为长租公寓项目提供融资。

交易
长租公寓市场持续受到投资关注。美国公寓开发运营商Greystar及其JV

伙伴Macquarie集团完成其首次4.5亿美元亚洲长租公寓基金募集，据悉该
基金将完成首笔成交，收购于上海内环的一物业并作租赁公寓改造。

工业地产市场
电子商务高速发展，国民消费市场潜力巨大，市场对于高品质的现代物

流设施和服务有极大的需求。日益上涨的需求，加之一、二线城市工业性
质土地供应有限，导致物流资产租金稳步上升。面对行业的竞争，许多物流
产业运营商努力希望利用高科技来提高效率并获得更高的利润率。然而随
着该板块越来越成熟，预计收益率将会达到上升瓶颈期。
上海致力于将其自身打造为高端制造中心。市场上对结合制造、研发以

及物流等功能的综合制造中心的需求不断上升。
随着中国不断成为世界大数据科技、云储存以及互联网安全前沿，同时

新的网络法规规定互联网公司需要将中国用户的数据存储在中国，市场对
数据中心的需求也在日益增多。数据中心的回报率较高，通常租赁周期较
长，刺激投资者将现存物业重新开发为数据中心。然而，数据中心前期需
要大量的资本投入用于完成配套，导致数据中心的投资需要更长的投资周
期来收回，这对于短期的基金是一个问题。

投资风向
市场对于优质的物流物业仍有很大的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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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境外
基金都在积极寻觅投资中国物流平台的机会。一些投资者也会收购一些例
如冷链等高端物流产品以提高进入门槛。位于上海周边的卫星城市的资产
受到更多欢迎。

表2：主要成交案例，Q1/2019 

腾飞大厦
45%股权

腾飞元创大厦
45%股权

董家渡地块 
 50%股权

陆家嘴金融
广场2号楼 一方大厦 LCM置汇旭辉广场

地址 徐汇区
天钥桥路333号 黄浦区九江路680号 黄浦区董家渡 浦东新区

南泉北路447号
虹口区

东长治路359号
浦东新区

张杨路2389弄

物业类型 写字楼 写字楼 开发地块 写字楼 写字楼/零售 写字楼

成交价格 
（百万人民币） 1,100 12,000 2,352 4,600 1,224

可售建筑面积
（平方米） 24,800 44,000 701,900 49,000

74,300
(零售：26,890)

21,100

卖家 星桥腾飞 星桥腾飞 中民投 陆家嘴金融贸易控股 一方集团 旭辉/香港置地

买家 三井物产 三井物产 绿地集团 蚂蚁金服 吉宝置业 普洛斯资本

交易结构 境外股权 境外股权 境内股权 资产 资产 资产

来源 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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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主要土地成交， Q1/2019

地块名称 区域 用途 建筑面积
（平方米）

成交总价
（亿人民币）

楼面价
（人民币每平方米） 买家

川沙城南社区c04-12
、c04-13、c04-14地块 浦东 住宅 122,815 2,945 23,981 陆家嘴金融贸易区

金汇镇43-01区域地块 奉贤 住宅 123,305 1,849 15,000 禹洲地产

顾村大型居住社区
bspo-0104单元

0423-01地块
宝山 住宅 64,260 1,542  24,000 上实发展

中山北社区c060201单
元a16-02地块 普陀 住宅 76,507 3,979  52,008 中海地产

南西社区c050401单元
115-12地块 静安 商办 88,965 5,802 65,216 华润、中信、万得

宝山工业园区
bspo-1801单元111-03

地块
宝山 住宅 135,663 1,650  12,165 上海中建八局 

来源 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土地市场
2019年第一季度上海土地市场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335亿元，同比上升

50%，商品住宅和商办综合用地成交分别占总额的55%和39%。销售性质
住宅用地以及租赁性质住宅用地成交楼面均价分别达到人民币每平方米
19,900元和人民币每平方米5,500元。商办综合用地成交楼面均价为人民
币每平方米15,300元。
由于核心区域的土地供应有限，市场上投资者表现出从二级市场收购核

心区域优质地块进行土地储备的积极兴趣。本季度，绿地以人民币120亿
从中民投收购董家渡开发地块50%股权；融创以人民币125.3亿元收购了包
括位于北京朝阳区的一地块以及董家渡的一地块的资产包。这两块董家渡
地块均位于南黄浦滨江核心位置，均为住宅和商业开发。

市场展望
为了保持经济平稳发展，预计2019年上半年融资环境将会有所放松，但

是对于房地产行业仍然保持一定监管程度。
随着资产价值出现调整，以及部分业主决定出售物业来改善现金流，市

场上可售资产更多，预计2019年整体投资环境会更加活跃。
随着更多的资本投入到长租公寓市场，该利基资产预计将会在2019年保

持发展的态势，然而随着市场不断发展预计政府会出台更多的监管政策。

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