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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季度市场共完成16宗成交，合计成交金额约人
民币213亿元；2019年上半年成交总额达人民币735
亿元，同比上升82%。

•    Brookfield以超过人民币100亿元从绿地收购了绿
地黄浦滨江项目。

 
•    尽管市场仍然活跃，但是买家和卖家之间对于价格

存在比较大的预计差异，写字楼租金滞胀导致投
资者提高初始收益率预期，反映到资本化率上约为
0.5%的差距，导致市场上一些可成交的谈判周期延
长。

•    国际投资者仍然对上海投资市场保持积极的兴趣，
第二季度国际投资者成交额占总成交额约70%。

•    商务园区仍然受投资者追捧，受欢迎的区域包括张
江、临空、金桥、漕河泾以及漕河泾浦江。

•    2019年上半年上海土地市场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
613亿元，同比上升68%。

•    近期的交易中核心区域甲级写字楼收益率在第二季
度进一步上升0.1个百分点，毛收益率达到5.0%，净
收益率约为3.6%至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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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家等待价格进一步下降
由于中央商务区资产收益率仍然处于较低水平，而非核心商务区未来供应量堪忧，因此目
前境外买家主要关注位于次级商务区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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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以改造为目的投资成交
有所减少，这主要是由于符合投
资者回报要求的资产数量不断
减少，而随着越来越多改造项目
在实际推进过程中遇到挑战，投
资者对于这一投资策略亦采取
愈发谨慎的态度。”  
简可，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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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上海各物业类型主要大宗成交汇总，2013-1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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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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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表1：各物业子市场回报率和资本价值1，Q2/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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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概述
上海大宗成交市场在2019年第二季度仍

然保持活跃的态势，季度总成交额达到人
民币213亿元。

商务园区仍然受到投资者追捧。2019年
上半年商务园区成交总额达到人民币57亿
元，而2018年全年的成交额仅为54亿元。
受欢迎的商务园区板块包括张江、临空、金
桥、漕河泾以及漕河泾浦江。商务园区成交
单价通常在人民币2万-3万元之间。由于商
务园区成交总价较低，因此境内投资者为
商务园区的主要收购者。本季度，万通集团
以人民币4.8亿元收购了漕河泾浦江科技中
心21号楼。

过去两年，市场上有很多对于收购零售商
场或者酒店资产进行功能改造的投资兴
趣。然而随着越来越多改造项目在实际推
进过程中遇到挑战，投资者对于这一投资
策略亦采取愈发谨慎的态度。包括：改造工
程如果延期将对收益率造成很大影响；改
造规划往往需要经过政府部门很长时间的
审批；卖家常常将改造后的价值反映到当
前的售价中，导致买家较难实现理想的回
报率。即使如此，由于改造项目可带来较好
的升值潜力，仍是投资者目前更倾向的投
资类别。

写字楼市场 
2019年第二季度，核心商务区有一个项

目入市，为市场带来约70,300平方米办公
面积，而非核心商务区共迎来三个全新项
目交付入市，新增供应面积达到17.1万平方
米。得利于核心商务区的吸纳回暖，核心商
务区甲级写字楼空置率环比下降0.5个百分
点至11.9%。非核心商务区写字楼空置率
环比下降3.6个百分点至30.3%。在租金方
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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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6元；而
非核心商务区租金指数环比稳定在每平方
米每天人民币5.82元。预计下半年市场还

将迎来约150万平方米新增供应，其中40%
将会在非核心商务区。

写字楼物业凭借其高市场透明度以及高
流动性仍然受到投资者追捧。由于次级商
务区的项目回报率相对更高，同时相比中
央商务区的资产存在更多的议价空间，因
此投资者更倾向于次级商务区的项目。同
时，由于非核心商务区未来供应量大，且周
边发展相对不成熟，因此投资者对于投资
于非核心商务区的项目仍然保持谨慎的态
度。目前，尽管市场保持活跃，但是买家和
卖家之间对于价格预期方面仍然存在一定
的分歧，反映到资本化率上预计约为0.5%
左右的差异，导致市场上一些成交的谈判
周期延长。

零售市场
第二季度全市购物中心首层租金环比上

涨0.4%至每平方米每天人民币27.8元，同
时核心商圈及非核心商圈的空置率均环比
小幅下降。奢侈品市场仍然保持乐观态势，
标杆项目引入众多新品牌，尽管拥有这类
优势的开发商数量非常有限。2019年下半
年市场预计将迎来约80万平方米新增供
应。

投资者仍会考虑收购商场进行改造为联
合办公或者长租公寓的可能性。同时，由于
社区零售的需求旺盛，投资者更多地看向
投资于社区商场的投资机会。

其他市场
在强劲需求以及有限土地供应的推动下，
物流资产仍然受到投资者欢迎。另外，物
流资产基本面良好对于想要让投资组合更
多元化的投资者来说是很好的投资选择，
同时物流资产也给到投资者中国线上线下
的庞大消费流量。因此市场上有很多投资
者募集了投资于中国物流产业的基金。例
如，安联向GLP管理的面向中国和日本物流
地产的基金投资6亿美元。另外，有消息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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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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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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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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alle正在筹划一个价值10亿美元的中国物流地产基金。目前，相比于传
统的物流地产，投资者更倾向于开发投资那些融合高科技技术的资产，希望
借此不仅可以降低运营成本，同时可以处在行业前端。

住宅销售市场的价格在2019年上半年保持稳定，相关政策环境也比较平
稳。随着中国房市的喧嚣淡去，预计市场上能看到更多投资者将资源投向国
家政策大力支持和推动的租赁住房行业。例如，近期旭辉集团与平安保险
下的平安房地产联合成立了一个总值为人民币100亿元的租赁住房投资和
管理平台，平台首个项目是浦江镇的一个2,100套租赁公寓的开发项目。

主要成交案例:
- Brookfield以人民币105.7亿元从绿地收购了绿地黄浦中心项目。该项目位
于南黄浦板块，Brookfield收购的部分包括三座写字楼以及一个零售部分，
合计地上建筑面积154,500平方米。目前写字楼部分尚在施工阶段预计将
在2019年年底入市，零售商场部分预计将在2020年完工开业。绿地在2013
年以人民币59.5亿元收购了这块土地，整个项目规划了四座写字楼（其中一
栋曾被出售于一自用买家），两座公寓大楼（住宅部分于2016年销售，销售
单价在人民币17万元每平方米）以及一个零售商场，此次Brookfield的收购
占据了整个综合体的大部分。
- 城市发展有限公司以人民币12亿元收购了虹桥协信中心二期70%股权。该
综合体包括11座大楼，其中有写字楼，服务式公寓，零售商场部分以及一个
地下停车库，总计建筑面积约34,800平方米。除了此项收购，城市发展有限

公司同样计划收购协信地产24%的股权，该成交完成以后，城市发展有限
公司将成为协信地产继其创立人以后第二大股东。

土地市场1

2019年上半年上海土地市场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613亿元，同比上升
68%，商品住宅 和商办综合用地成交分别占总额的42%和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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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00元和人民币每平方米5,600元。商办综合用地成交楼面均价为人民币
每平方米16,400元。大部分的地块均以起拍价成交。2019年上半年土地市
场无论从成交价格还是成交量来看都比较平稳。

市场展望 
未来市场预计有大量新增供应入市，同时贸易战间接负面影响市场租赁

需求，导致写字楼市场基本面面临严峻考验，2019年下半年资本化率预计
会有进一步的上升。 

政府不断推动养老产业的发展来保障老龄人口的需求，预计在政府政策
的引导下会有更多的资金导入该行业。 

中国REITs再一次成为焦点，预计在未来的几个季度政府能推出相关的法
律法规。目前中国在推出REITs方面仍然面临很多法规及市场层面的挑战，
但是REITs的出现将有助于提高市场透明度和市场物业的管理标准，同时有
利于市场从债权向股权过渡。

1 商品住宅不包含保障性住房

来源  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表2：主要土地成交， Q2/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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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浦社区b2-03地块 杨浦 住宅 77,724 41.79 53,772 保利集团

市北高新技术服务业园区
n070501单元18-03地块 静安 住宅 69,522 34.32 49,365 仁恒置地

天山路街道115街坊9/2丘
b7-2地块 长宁 商业 53,578 24.21 45,178 金亨集团

程家桥街道249街坊5/1丘
iv-r-07地块 长宁 商业 22,405 7.06 31,489 春秋航空

大场镇联东村等“城中村”改
造区域e1-13a、e1-14a、e1-

14b地块
宝山 住宅 174,127 42.12 24,192 大华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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