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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共发生两宗超过人民币100亿元的交易，
分别为绿地收购中民投董家渡地块50%股权以及
Brookfield收购绿地黄浦滨江。

•    2019年零售物业合计成交总额为人民币124.9亿元，
较2018年增长83.1%。资产估值普遍偏低，令业务
精进的资产管理公司得以大展拳脚打造超额收益机
会，促成此轮反周期行情。

•    全年商务园区资产受到国内外投资者及自用买家
青睐，合计成交总额为77.6亿元人民币，同比上涨
45.1%。

•    2019年全年上海土地市场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
1,992亿元。商品住宅1和商办综合用地成交分别占总
额的46%和29%。

•    第四季度有多个自用买家成交，正抓紧收购窗口期，
挑选合适的物业。

•    第四季度内成交的住宅用地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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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0元和人民币每平方米6,800元。

1 商品住宅不包含保障性住房

 •    长租公寓领域，青客公寓、蛋壳公寓先后在年末赴美
成功上市。然而如何探索出成功的盈利模式、完善
经营仍是运营商亟需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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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成交突破千亿
2019年全年上海大宗交易市场共计成交1,051亿元，以写字楼为主；零售、酒店、商务园区
录得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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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出版、复制或引用。同时本报告亦不构
成任何合同、计划书、协议或其他文档的
依据。第一太平戴维斯已尽全力确保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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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本报告版权所有，未经第一太平戴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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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海大宗交易成交突破
千亿，主要得益于第一季度的大
宗集中成交，且土地二级市场交
易有所升温。市场在2019下半年
遭遇挑战，众多投资者持谨慎态
度，多要求卖家做出更多让
步。”  
简可，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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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上海大宗成交总额，2011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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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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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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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投资市场较前两年有所成长，全

年完成大宗交易总额突破一千亿元人民
币，共计1,051亿元。成交集中在第一季度，
而接下来的三个季度则在写字楼供应量加
大、租金收益率走低的情形下，众多投资者
趋于谨慎，市场成交较为平淡，鲜有大额成
交。

而在第四季度，投资市场共计发生12笔
大宗成交，成交以酒店、商业写字楼等为
主，合计金额为人民币169.5亿元，同比下
降60%。2018年第四季度录得两宗80亿元
以上大单，而2019年同期最大单华侨城苏
河湾项目的成交额仅约人民币47亿。更多
成交于2020年第一周公布。

相较2018年，2019全年零售、酒店及商
务园区成交增长显著。其中零售物业合计
成交总额为124.9亿元，除租赁及升级改造
用途外，亦有营运不良物业改造为共享办
公及酒店或推倒重建写字楼的案例。商务
园区资产方面，全年合计成交总额为77.6
亿元人民币，同比上涨45.1%，资产不仅受
到国内外投资者青睐，也吸引了众多自用买
家。酒店方面则共计成交65亿元，成交额
较大于2016-2018年之和。成交用途仍旧以
出租为主；第四季度成交的陆家嘴明城大
酒店将会改造为公寓后入市。

融资环境持续收紧，到期账务未偿付情
况增加，加剧了中小房企债务违约风险。由
于贷款通常由房地产为底层抵押资产，违
约数量的增长致使全年不良资产持续走
高。开发商对体量较大的投资维持谨慎态
度，部分开发商也在打包出售资产以偿还贷
款。全年开发商面临的压力较往年有所扩
大。虽然贸易摩擦暂缓，然而国内经济环境
仍旧偏弱，不确定性并未消除。风险厌恶型
投资者重新回到一线城市核心市场挑选合
适的物业。然而即使在一线城市，基本面疲
软及价格回落都令投资者暂缓决策。 

自用买家活跃度较高。业绩出色的本土

企业继续增长，选择在时下窗口期购买物
业从而树立公司品牌声誉，其中一些买家
入手新的总部楼宇。除传统金融、保险等机
构外，生物医药及数据公司等自用买家也
在投资市场上逐渐活跃。

写字楼市场 
2019年第四季度仅有两个全新甲级写字

楼项目交付入市：位于南京西路的静安宝华
中心以及位于南黄浦的博荟广场，合计为
市场带来约13.6万平方米办公面积。至此，
上海全年新增甲级办公面积累计达68.8万
平方米。截至2019年末，全市甲级写字楼总
存量达到1,330万平方米，同比增长5%。年
内全市尤其是非核心商务区新增供应暂
缓，致使全市甲级写字楼平均空置率较去
年同比微降0.8个百分点至17.5%。但整体
市场依然维持供过于求的局面，且未来两
到三年内该趋势仍将延续。租金方面，第四
季度全市甲级写字楼租金指数环比再跌
0.4%，至每平方米每天人民币7.9元；全年
租金跌幅达0.9%。

2019年以来，写字楼需求端持续放缓，
有意出售物业的业主面临降价出售压力，
推升收益率走高，但上升幅度（或速度）并
不及市场预测。部分投资者仍不愿承认投
资出现亏损，而另一方面，一些投资者已完
成大量资金筹集，如今面临配置压力。目前
市场上自用买家较为活跃，他们往往以高
价锁定合适资产或土地，间接地为定价预
期提供了支撑。全年写字楼成交总额较
2018年下跌18.1%至人民币246亿元。

不同于传统写字楼，商务园区在第一季
度及第四季度迎来多宗成交。买家对较小
规模及较低单价的商务园区更加青睐。而
考虑到成本效益及连通性的优化，还有政
府对先进制造和研发的大力支持，在未来
短期至中期预计对商务园区的需求仍将保
持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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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5.6% 5.7-6.7% 4.2-5.2% 4.2-5.2% 2.3-3.0% 5.5-7.5% 6.2-6.7%

净回报率 3.8-4.2% 3.2-4.2% 2.2-3.7% 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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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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零售市场
第四季度共有五个新项目入市，为市场带来约44.3平方米的新增供应；此

外还有三个项目完成升级改造，以全新形象迎合不断变化的消费者群
体。2019年全年上海共入市12个新增项目，共计为市场带来约90万平方米
的新增供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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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元。核心商圈及非核心商圈购物中心空置率较上季度均上涨0.2个百分
点分别至6.0%、9.0%。零售创新和技术更新持续加速，传统商圈年内积极
调整定位，以全新概念和品牌鼓励消费者踏入门店。

近年来上海零售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新进购物中心的相继开业或现有项
目的升级改造倒逼周边零售物业纷纷调整经营策略。从世茂广场、第一百
货、新世界城的闭店升级，到梅恒泰相继改造或释出改造计划，都印证着市
场的激烈竞争。此外，亦有非核心零售项目改造为共享办公、租赁公寓等的
案例。零售物业买家以境外基金或私人买家为主，多采取国际市场经验与
本地行情相结合的策略，硬件升级、软件投资双管齐下，通过积极的资产管
理获取更高的投资回报。

其他市场
     2019年全年上海住宅租赁市场租金保持稳定，在第四季度各子市场有所
下跌。经济走缓下，运营商开始降低租金以期提升入住率。许多服务式公
寓，尤其是核心区域的服务式公寓开始提供日租或周租等短租服务。第四季
度，全市平均空置率环比下跌1.3个百分点到15.1%，同比上涨1.4个百分点；
全市平均租金为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203.6元，租金指数环比下跌1.5%。而
随着中国尤其是金融市场的持续开放，跨国公司职业经理人或将在2020年
重返上海租赁市场。  
     长租公寓市场在共享经济及政府大力支持下在过去两年快速扩张，先后
聚敛了大批资本入驻。而在长期盈利模式不确定等众多质疑声中，出现公司
相继“暴雷”倒闭的案例。虽然在年底，作为长租公寓头部企业的青客公寓、
蛋壳公寓成功赴美上市，但横梗在运营商面前的问题并未消散。短期来看，
市场优胜劣汰仍将洗刷掉一部分运营不良的参与者，运营商宜在政策支持
度较高的阶段探索出有效的造血机制。

主要成交案例
•信德集团联手中华企业以47.12亿元人民币从华侨城手中购得华侨城苏河
湾地块50%的权益，未来将与华润共同开发。该地块在2016年由华侨城与
华润联合以69.32亿元人民币竞得，位于静安区天目社区苏州河北岸，总面
积约2.5万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约18.2万平方米，地块用途为街巷、商住
办、商办及商业用地，建成后预计将有包含200米高的标志性办公建筑在内
共计约32万平方米的超大城市综合体。
•长城国富置业及上海住宅产业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分别转让上海斯格威
大酒店91%及9%的股权予沪港联合控股集团，转让现金代价为人民币约
13.6亿元。项目位于南黄浦区域，地上总面积约7.8万平方米，包含5.1万平

表2：主要土地成交，Q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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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安区天目社区C07-0102单元
20B-01地块 静安 居住用地 17,325 95,287 55,001 上海大宁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

司

普陀区石泉路街道石泉社区W060401单元
A07A-05地块 普陀 其他商服用地 600 2,340 39,000 上海南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杨浦区平凉社区C090102单元02I8-01地块
（原84街坊东） 杨浦 商办 147,390 454,947 30,867

中节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华谊
集团房地产有限公司,上海杨树浦置

业有限公司

青浦区徐泾镇纬二路南侧A05-04、A03-02
地块（“城中村”改造地块-蟠龙村） 青浦 居住用地 7,098 21,307 30,019 上海蟠龙天地有限公司

普陀区长寿社区W060102单元
D5-1地块 普陀 商办 102,066 23.51 23,040 星宏发展有限公司

徐汇区黄浦江南延伸段WS5单元
188N-T-1地块 徐汇 商办 58,483 12.28 20,999 传橙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方米的酒店及2.7万平方米的办公。支付方式通过多次付款，首期为成交价
的51%，剩余49%及其产生的利息将在之后180天内支付，交易后沪港联合
意图将物业进行改造。
•亚腾资产管理、海峡贸易有限公司及工银国际组成的联合体共同从信城不
动产手中购得三林印象城商场，交易价格约为人民币24.2亿元。工银国际及
亚腾资产管理将共同持有三林印象城62.3%股份，而剩余37.7%则由海峡
贸易有限公司持有。项目目前出租率约91%，收购完成后将继续用于出租。

土地市场1 
2019年全年上海土地市场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1,992亿元。商品住宅2和

商办综合用地成交分别占总额的46%和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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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0元和人民币每
平方米6,800元。商办综合用地成交楼面均价为人民币每平方米11,400元。
城市中心土地成交面积愈发稀少，中心城区全年土地成交面积同比下降
55.6%，为近七年最低值。与之相对应，全年有近90%的土地成交位于城市
中心城区外。

融资
岁末年初，正大集团联合高和资本共同成立了100亿规模的专项城市更新

产业基金，意在投资中国核心城市的大型综合体及城市更新等项目。事实
上，随着城市建设用地的逐步利用，尤其是在城市核心区域已经不得不通
过城市更新来带动产业注入、盘活存量，进一步提升单位面积产值。在国家
积极倡导下，城市更新项目也受到投资者追捧。2019年内成交额最高的项
目董家渡地块50%股权即为城市更新项目。未来随着城市化建设的不断深
入，这一领域将被进一步激活。

市场展望 
受到供应持续增加及新增需求影响，未来几年上海写字楼市场仍将面临

压力。投资者在租金增长愈发艰难的情况下，会向卖家寻求折扣以期提高资
产的投资回报。

尽管整体的租赁情绪并不乐观，但2019年释放了不少积极信号，包括年
底中美磋商第一阶段协议签署，国内头部企业扩张，零售消费品牌型企业
加速布局国内，以及金融业进一步开放等，这些都将提振信心并利好未来
写字楼需求。

2020年初已有两支境内外联手的合资基金成立：分别是正大高和投资基
金以及旭辉领寓GIC投资平台。其服务对象为近年发展较为快速的旧城改
造及长租公寓领域，而这两类细分领域得到政府支持以及结构转型利好，
也将出现更多机会。

1 土地成交不包含保障性住房用地 
2 商品住宅不包含保障性住房

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