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savills.com.cn/research

•   2018年市场完成了两笔超过人民币100亿元的交
易，分别为凯德置地与GIC联合收购了星港国际中心
以及黑石收购了丰树商业城。

•    2018年国内投资者融资受阻，给到国际资本更多完
成交易的机会，全年国际投资者成交占比约为54%。

•  2018年零售物业合计成交总额约为人民币68亿元，
超过2017年总额的三倍，其中约有75%的成交是以
改造为收购目的。

• 对于采用资产增值策略的投资者而言，项目改造成
为一个比较受欢迎的投资方式，其中主要改造目标
有位于核心区域经营不良的商场或者酒店。

•    物流资产在2018年受到国内外投资者的追捧，中国
成为世界最大的物流资产市场之一。

•    随着投资者选择风险更高的标的来获得更高的回报
率，预计例如老年公寓、长租公寓、不良资产以及奥
特莱斯等小众资产会获得更多关注。

•    近期的交易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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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3.6%，我们
预计2019年收益率将有所上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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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环境持续收紧
由于买家融资难度增加，2018年上海大宗投资市场全年成交总额约为人民币972亿元，
同比下降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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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上海各物业类型主要大宗成交汇总，2011年至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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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主要大宗成交按买家类型分类, 2017年至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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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各物业子市场回报率和资本价值, 2018年第四季度

来源 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投资市场概述
2018年投资市场相比前两年有所趋冷，全

年完成大宗交易总额约为人民币972亿元。
2018年有9宗开发地块以及综合体项目成

交，总成交额约为人民币467亿元，超过
2017年的一倍多。大部分的项目位于例如前
滩、北外滩以及大虹桥等新兴商业区。尽管
市场基本面疲软，经济增速减缓，投资者仍
然对于上海商业地产市场发展充满信心，尤
其是对于这些新兴板块未来的发展潜力保
持信心。有8宗为超过人民币10亿元的投资，
其中国际投资者成交占比约73%。在境内投
资者以及开发商挣扎于融资和债务偿还之
际，国际投资者有了更多完成交易的机会，
他们资金储备更充分，因此有更多机会完成
对资金要求更高的大额成交。
对于采用资产增值策略的投资者而言，项

目改造成为一个比较受欢迎的投资方式，其
中主要改造目标有位于核心区域经营不良的
商场或者酒店。2017年是该类酒店物业成交
的大年，而到了2018年看到更多此类商场物
业的成交。2018年商场物业合计成交总额
为人民币68亿元，超过2017年总额的三倍，
其中约有75%是以改造为收购目的。买家大
部分是国际投资者，或者至少资金来源是境
外。据了解目前各区政府对改造项目表示积
极的态度，经营不良的物业通过改造能够重
获活力，继而为当地创造更多税收。
2018年末，发改委发通知表示将支持优质

民营企业发行企业债融资，该方针将落实
到中央银行以及专业机构。然而我们预计
2019年中国政府仍然会对房地产行业的投
机行为保持强硬态度，亦不会对房地产企业
的开发项目放松融资把控。同时，政府会调
动更多的资源进一步促进例如旧城改造、廉
租房以及长租公寓等领域的发展。

写字楼市场 
2018年第四季度，核心商务区一个全新写

字楼项目-静安国际中心入市，为市场带来约
6.5万平方米办公面积。至此，全年核心商务
区新增供应面积共计77.9万平方米。季内净
吸纳量共计约63.8万平方米，尽管较2017年
同期的高位下降了9%，但历史来看依然强
劲。南京西路板块继续录得负吸纳量，导致
空置率进一步上升。供过于求的市场局面持

续，致使核心商务区甲级写字楼空置率较去
年同比上升0.5个百分点至12.4%。核心商务
区甲级写字楼平均租金同比小幅上涨0.3%，
至每平方米每天人民币9.0元。
第四季度，非核心商务区共计两个全新项

目入市，为市场带来6.9万平方米新增供应。
截至年末，非核心商务区甲级写字楼存量达
到410万平方米。非核心商务区写字楼空置
率环比、同比分别下降1.8个百分点和2.0个
百分点至32%。租金水平同比维稳，为每平
方米每天人民币5.8元。
供应继续放量仍将是来年上海写字楼市

场的一大挑战。2019年，预计核心商务区和
非核心商务区还将各自迎来超过100万平方
米的新增供应。另一方面，经济增长放缓、
全国打压P2P行业以及科技公司裁员趋势等
都将会对甲级写字楼租赁端产生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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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非核心商务区的资产能够提
供更高的收益率以及更多的资产升值机会
持续受到投资者青眯，然而投资者对于非核
心商务区新增供应过量的问题同样保持着
一定的担心。在经济降杠杆之时，业主如果
需要在一定时间内完成交易来偿付债务或者
完成资产周转，可能需要提供一定的折扣。

交易
第四季度，写字楼市场共完成四笔主要成

交。
-基汇资本以及Quadreal地产联合从亚腾资
产管理以人民币29亿元收购了海洋大厦。海
洋大厦总地上建筑面积约5万平方米，其中
包括部分一层的底商。亚腾资产管理与2013
年从星桥腾飞以人民币19亿元收购了该项
目。
-由中投公司控股70%的中国再保集团以人
民币31亿元收购了富源置地广场项目，意图
至少部分自用。项目总建筑面积3.6万平方
米，位于浦东陆家嘴区域。该项目目前还在
建造阶段，买方将在建造完工以后获得该项
目，项目预计在2020年完工，这幢写字楼属
于11.3万方富源置地广场综合体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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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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德置地与AEW投资以人民币29.7亿元从海航收购了浦发大厦的多个楼
层。收购部分包括浦发大厦9-19层以及21-32层，合计建筑面积约4.2万平
方米。凯德置地计划将通过提高项目品质，租户组合以及提高运营效率来
完成项目价值增值。
-基汇资本以人民币28.6亿元收购了万象城4座写字楼和一部分零售。4座
写字楼合计建筑面积约5.7万平方米。万象城位于闵行区吴中路

零售市场
第四季度共有三个新项目合计380,000平方米零售面积入市。核心商圈

购物中心空置率较上升0.2个百分点至6.8%，较去年同比上升0.9个百分
点；非核心商圈空置率环比上升0.4个百分点至6.8%，同比上涨0.1个百分
点。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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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2017年同比增长1.3%。
预计2019年零售市场仍将面临供应压力，预计有14个项目约112万平方

米新增供应入市。大量新供应入市及宏观经济环境偏弱将导致整体租金涨
幅有限。

投资风向
境外拥有商场运营经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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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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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龙瑞以人民币7亿元收购了嘉杰国际广场零售部分。项目位于四川北

路，总建筑面积2.2万平方米。凯龙瑞意图将商场部分改造为联合办公。

酒店市场
尽管酒店业仍然是中国房地产表现最为疲软的行业之一，但居民旅游消

费持续增加，令酒店行业的基本面不断走强。截至2018年10月上海五星
级酒店每间房均价为1,053元，入住率为73.8%。同时四星级酒店平均每间
房价格为585元，入住率为69.8%。五星级酒店和四星级酒店平均每间可供
出售客房收入较去年同期分别上升3%和6%。
阿里巴巴在杭州开了其首家酒店，酒店起名为菲住布渴，融合了刷脸入

住，声控灯、电视、窗帘以及服务机器人等高科技产品。除了阿里巴巴，京
东、百度和腾讯等多家互联网科技企业都在试图进入酒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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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
华润置地以人民币4.7亿元收购了三林快捷假日酒店。酒店总建筑面积约

为1.6万平方米，拥有299间客房，是三林城市商业广场中心综合体的一部
分。

住宅市场
第四季度，上海新建商品住宅新增供应累计约288万平方米，较上月环比

微降5.9%。一手商品住宅成交量共计约153万平方米，环比下降33.2%，较
去年同期同比上涨30.5%。一手商品住宅成交均价达到每平方米人民币
61,300元，达到历史新高。
本季度共有两个全新服务式公寓入市，分别为闵行的上海盛捷古北服务

公寓以及位于浦东碧云的阳光城睿湾服务公寓，为市场带来465套新增供
应。服务式公寓租金指数环比上涨1.3%，至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248.4元；
空置率环比上升0.4个百分点到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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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不断推进支持长租公寓市场的环境下，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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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季度没有住宅物业成交。
长租公寓市场持续受到投资关注。基汇资本与中骏集团联合成立长租公

寓投资平台Funlive，首期规模为8亿美元，平台将用于收购、开发和运营核
心城市的长租公寓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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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以人民币9.73亿元
收购了位于上海临港的一宗86万平方米的地块用于建造其首个海外超级工
厂。
随着中国不断成为世界大数据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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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主要成交案例， 2018年第四季度 

上海三林
快捷假日酒店 海洋大厦  万象城 嘉杰国际广场

（商业部分） 星港国际中心 丰树商业城 浦发大厦 富源置地广场

地址 浦东新区
泰环路215号

黄浦区
延安路550号

闵行区
吴中路1799号

虹口区
四川北路
1689弄

虹口区
海门路55号

闵行区
七莘路顾戴路

浦东新区
浦东南路588号

浦东新区
源深路38弄

物业类型 酒店 写字楼 写字楼/零售 商铺 综合体 综合体 写字楼 写字楼(在建）

成交价格 
（百万人民币） 470 2,938 2,858 700 20,500 11,000 2,750 3,090

可售建筑面积
（平方米） 16,200 50,200 60,800 22,100 312,700 289,000 41,800 36,000

卖家 万科和
信城不动产

亚腾
资产管理 嘉实资本 嘉凯城集团 上港集团 丰树 海南航空 融创和

中华企业

买家 华润置地     基汇资本和
Quadreal地产 基汇资本 凯龙瑞 凯德置地 GIC 黑石 凯德置地和

AEW投资
中国再保险

集团

交易结构 境内股权 境外股权 境外股权 资产 境外股权 境外股权 境外股权 资产

来源 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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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土地成交面积和楼面单价，2008年 至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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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表3：主要土地成交， 2018年第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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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凉社区03g3-01地块 杨浦 商办用地 108,217 41.9 38,700 交通建设集团、绿城

石泉社区w060401单元
a06-04地块 普陀 居住用地 81,871 37.4 45,690 中海发展集团

北高新技术服务业园区
n070501单元 静安 居住用地 65,474 30.5 46,610 融创

石泉社区w060401单元 普陀 居住用地 57,805 29.3 50,690 中海发展集团

康健街道n05-10地块 徐汇 居住用地 49,060 22.6 46,066 金地集团

来源 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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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
安联保险收购基汇资本所拥有的物流资

产包50%的股权。该资产包包括位于上海、
嘉兴、佛山、武汉以及沈阳的五个项目，总可
租赁面积约为37.5万平方米。这几项物业均
建设于2016-2017年之间，目前的租户有唯
品会、家乐福、名创优品以及心怡科技。

土地市场
2018年上海土地市场交易总金额为人民

币172亿元，同比上升47%，商品住宅和商
办综合用地成交分别占总额的42%和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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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14元和人民币每平方米6,498元。商办综
合用地成交楼面均价为人民币每平方米
14,397元。2018年土地供应较前几年有所增
加，大部分的土地均以零溢价或低溢价成
交。

市场展望
面临高偿债压力，预计将有内资业主会不

得已通过出售资产来保持现金流。卖家处于
周期下行阶段的市场，预计2019年大宗市场
成交价格将有所盘整。
随着投资者选择风险更高的标的来获得

更高的回报率，预计例如老年公寓、长租公
寓、不良资产以及奥特莱斯等小众资产会获
得更多关注。

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