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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随着浦东市场新增供应的入市，浦东租金增长速度将逐渐与上海其他地区趋同。

 陆家嘴世纪金融广场2号楼和3号
楼于2014年第三季度交付，带来新增
供应140,000平方米，全市存量增至
550万平方米。

  第三季度净吸纳量达到85,300平方
米，截至第三季度本年吸纳量已超过
去年全年水平。

 全市甲级写字楼平均租金上涨
0.3%至人民币8.6每天每平方米，大部
分子市场都无明显变化。

 本季度共有六项大宗交易完成，其
中三项交易都发生在虹桥地区。

 本季度共有四宗大宗交易完成，交
易总金额达90亿元人民币。

  由于众多投资基金临近到期，毛收
益率于第三季度攀升至5.6%。

“浦东市场依旧供不应求，浦西
市场尽管空置率高企租金水平
仍保持稳定。对浦东写字楼的
需求压力在下半年新项目入市
后将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简可,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图片：陆家嘴世纪金融广场，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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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概述
全市甲级写字楼市场在第三季度保持

平稳。陆家嘴世纪金融广场2号楼和3

号楼的交付为市场带来140,000平方米

的新增供应。2014年第四季度还将有

两栋写字楼交付，它们分别是陆家嘴

世纪金融广场1号楼和东方汇经中心，

总计带来187,500平方米的新增供应。

第三季度净吸纳量达到85,300平方

米，接近上一季度水平且主要集中在

前三个季度入市的项目中。内资金融

和专业服务类公司仍然是推动需求的

主要力量，他们对陆家嘴和浦西核心

地段如南京西路犹为亲睐。在浦西，

由于优惠的租金和大量可供选择的项

目，老办公楼的租户会选择迁至更新

的办公楼中去。全市甲级写字楼空置

率较上一季度上升0.8个百分点至7.8%

，空置率最高的地区为浦东次级商务

区，达到18.7%。

第三季度，中国GDP增长率为7.3%，

经济发展在调控中放慢速度。跨国企

业对扩张计划依然保持谨慎而内资金

融企业则积极扩张规模。

第三季度甲级写字楼租金环比上涨

0.3%至人民币8.6元每天每平方米，这

也是租金在三个季度的下跌后连续第

二个季度环比回升。这一表现是由浦

东租金的持续上涨和浦西租金的稳定

共同作用形成的。

浦东地区的租金增幅仍然最大，环比

上涨1.1%至人民币9.1元每天每平方

米，然而本季度的增幅较上一季度却

减少了2.3个百分点。浦东中央商务区

租金环比上涨0.9%，而浦东次级商务

区涨幅仍然最大，环比上涨1.4%，较

前几季度涨势均有所趋弱。

浦西市场租金下跌0.1%，大部分业主

将租金维持在优惠后的水平，在主要

商务区中，仅有南京西路地区出现了

微幅下跌。浦西中央和次级商务区租

金环比均下跌0.1%。

由于小陆家嘴的东方汇经中心即将交

付，浦东核心市场预计租金增速将会

放缓，在次级商务区小陆家嘴的需求

外溢效应将被削弱。

市场新闻
上海将进一步加强国际航运中心建设

日前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取消

了对外商独资设立船舶管理公司的

限制，使得上海润元船舶管理有限

公司、海工船舶管理（上海）有限公

司、马士基船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等3

家外商独资船舶管理公司相继落户浦

东。另外来自德国、新加坡、中国香

港等地的6家国际船管企业正在办理工

商注册手续，其中包括全球第四大船

舶管理企业FLEET。于此同时，为了加

大对航运产业的支持，中国保监会也

在积极推进航运保险及再保险领域的

发展。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中国区市场研究部

图1
甲级写字楼租金指数，1999年第二季度-2014年第三季度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中国区市场研究部

图2
甲级写字楼供应、吸纳和空置率，2000
年-2014年第三季度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中国区市场研究部

图3
中心商务区租金及空置率，2013年第四
季度与2014年第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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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接自贸区的外溢需求效应，浦

东新区未来将着力打造上海航运金

融产业基地。该产业基地将于明年揭

牌运营，并将吸引百力马航运经纪公

司、英国皇家特许船舶经纪协会、伦

敦海事服务协会等国际机构集聚。

尽管上海港在吞吐量上居世界前列，

但其航运服务产业仍尚未成熟且国

有航运企业盈利水平低。上海目前一

系列的举措将有利于优化产业发展环

境，带动相关服务业的不断完善。

国内向外资开放快递市场

作为全球第二大快递市场，中国在过

去几年快递业务获得迅猛发展，然而

外资快递公司却因为经营范围的限制

而仅占有少量份额。为了进一步开放

市场完善竞争机制，国务院日前决定

向符合许可条件的外资快递企业全面

开放国内包裹快递市场。

另外，国务院还将进一步完善经营许

可程序，并鼓励在必要监督程序下的

兼并与重组。政府还要求民航和城市

交通运输体系要实现顺利对接，保障

寄递安全。

随着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和对高端物

流服务的需求增加，快递市场的开放

将吸引更多外国公司进入中国，从而

增加对工业地产和写字楼的需求。

陆家嘴世纪金融广场2号楼和3号楼于

第三季度交付，为市场带来新增供应

140,000平方米，全市存量达到550万

平方米。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中国区市场研究部

表1
精选租赁成交案例，2014年第三季度

客户 项目 地址 承租面积
（平方米）

威富 恒基688 静安 6,000

太平洋保险资产管理 环球金融中心 浦东 4,800

当纳利 兰生大厦 黄浦 4,000

托德斯 会德丰广场 静安 2,100

赛生 上海中环广场 黄浦 1,500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中国区市场研究部

表2
写字楼整栋交易案例，2014年第三季度

项目 位置
交易金额
（百万人民

币）
买家 备注

上海世贸商城 徐汇 3,563
上实城开(51%),南

丰(49%)
包括42,000平方米写字楼和

238,000平方米展馆

SOHO凌空 黄浦 3,050 携程
包括91,400平方米写字楼和

8,600平方米底商

虹桥协信中心 闵行 1,330 平安信托 2/3/5/6/8号楼

建工大唐国际广场 浦东 1,035 浦东土地控制集团 在建

外高桥保税区G2-01 浦东 484 远洋地产 在建

张江集电港 闵行 399 凯龙瑞

由陆家嘴集团开发的陆家嘴世纪金融

广场位于竹园地区。该项目包括5栋写

字楼，5号楼和6号楼已经于2013年底

交付，1号楼将于下一季度交付，5栋

写字楼共计建筑面积312,000平方米。

该项目是自2012年第三季度以来浦东

次级商务区新增的唯一一个项目，并

承接了小陆家嘴的外溢需求，尤其是

那些希望靠近陆家嘴但却有预算限制

的公司。

第三季度净吸纳面积达85,300平方

米，使得全年吸纳量达到330,500平方

米。甲级写字楼空置率由于浦东新项

目的交付而被推高。另一方面，浦西

市场第三季度共吸纳75,000平方米，

明显高于去年同期水平，也是连续第

三个季度维持在较高水平。其中，浦

西进一半的新增吸纳集中在南京西路

商务区，这是由于高品质的楼宇和优

惠的租金吸引力众多国际和国内企业

入驻。

尽管全市空置率上涨0.8个百分点至

7.8%，仅有一个有新项目入市的商务

区——浦东其他出现了空置率上升，

达到18.7%。

浦东中央商务区依旧极度供不应求，

小陆家嘴的空置率跌到2007年以来

的最低点。受制于极为有限的空置面

积，第三季度小陆家嘴的净吸纳量仅

有7,300平方米。唯一有新增供应的浦

东其他地区持续受益于小陆家嘴的外

溢效应，租金环比涨幅达1.6%，高于

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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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中国区市场研究部

表3
写字楼主要一手成交案例，2014年第三季度

项目 区域
成交面积
（平方米）

成交均价
（人民币每平方米）

虹桥万科润园 闵行 9,658 33,557

绿地汇创商务广场 徐汇 7,577 50,071

汇京国际广场 徐汇 4,515 55,093

绿地浦创商务大厦 虹口 4,138 53,054

浦西所有的子市场租金表现都较为稳

定。南京西路和长宁区空置率下降最

为明显，分别为4.8和3.1个百分点，这

主要是由于近期交付项目入住率的提

高。因为无新项目供应且需求较为稳

定，徐家汇目前是最为平稳的市场。

南京西路由于其高品质楼宇存量较大

且租金相对优惠，入住率明显提高。

投资市场
上海投资市场本季度保持活跃，共实

现6项大宗交易，总交易金额达99亿元

人民币。本季度的被收购项目大部分

位于非核心区域，其中虹桥地区（包

括大虹桥和老虹桥商务区）交易犹为

活跃，发生交易金额约占全市80%。国

内买家依然是主要的收购力量，然而

自用型收购只有一宗成交。

随着一些投资基金即将到期，许多被

持有物业资产开始降价以顺利实现兑

付。由此，毛收益率上升到5.6%。

第三季度交易金额最大的一宗收购是

由上海实业城市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51%）和南丰集团（49%）共同出资

36亿元人民币收购上海世贸商城。该

项目包括展会和写字楼部分，总建筑

面积达280,000平方米，其中写字楼占

42,000平方米。

另外，携程网出资人民币30.5亿元收购

了位于长宁区的SOHO凌空100,200平

方米写字楼面积（占总项目的一半左

右）。本次收购将用于携程网自用。

该项成交也是SOHO今年继出售SOHO

海伦广场和SOHO静安广场后第三次大

型资产出售。

平安信托以每平米人民币28,000元的

均价收购了虹桥协信中心5栋写字楼，

该信托项目期限将为5年。

在浦东地区，上海浦东土地控制集团

出资人民币10.4亿元收购了大唐建工

国际广场其中一栋写字楼。该项目由

两栋甲级写字楼组成，预计于2015

年竣工。另外，张江高新区和外高桥

自贸区各有一栋写字楼分别由远洋地

产和凯龙瑞购得，其均价都在每平米

11,000元左右。

写字楼散售市场活跃度较上一季度有

所下降，总成交面积由347,672平方米

下降到261,218平方米，自用型需求仍

占主导地位。季度新增供应达到本年

最高水平，共有685,291平方米。第三

季度总销售金额达66.6亿元人民币，每

平方米均价为人民币25,491元。

市场展望
第四季度，位于浦东的两栋写字楼预

计将竣工交付，为市场带来187,500

平方米面积。大量供应将带来浦东空

置率的上升以及租金增速的放缓。另

外，在非核心市场，437,000平方米的

新增供应预计今年入市，这些项目大

部分位于浦西的闵行区。

今年余下时间的新增供应中一个重要

项目是陆家嘴世纪金融广场的最后一

期。该项目位于竹园，由陆家嘴集团

开发，其中四栋已分别于去年年底和

今年第三季度交付，最后一栋楼将于

今年第四季度交付。该项目的体量将

充分满足陆家嘴金融企业的外溢需求

和自贸区注册企业的办公需求。

2015年的新增供应量将十分庞大，其

中在核心市场就将有110万平方米的

写字楼入市。随着业主的优惠力度加

大，非核心市场将会吸引更多租户，

尤其是占非核心供应40%的虹桥地区。

尽管目前吸纳水平较为稳定，大量新

入市项目和未来供给仍将抬高全市空

置率。高空置率将可能导致浦东浦西

市场租金的同时下跌。

投资方面，不论是对于自用型还是机

构投资者来说，写字楼仍将是2015

年的投资重点。然而，随着众多基金

即将到期，机构投资者为了快速实现

出售回笼资金会降低资产出售时的估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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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项目
丁香国际商业中心
位于浦东丁香路778号的丁香国际商业中
心由山川置业开发，预计于2015年第二季
度入市。该项目距9号线杨高中路地铁站
仅5分钟步行，距2号线上海科技馆站10分
钟步行。该项目靠近陆家嘴金融区，距浦
东国际机场驾车需35分钟。

丁香国际商业中心包括两栋写字楼和一个
购物中心，总建筑面积分别为58,000平方
米和42,000平方米。两栋写字楼总高20
层，其中办公面积为5-18层。标准层面积
为1,600平方米，得房率为70%，每层净
层高3.0米，架空地板150毫米。

本项目起始租金要价为6.5元每平方米每
日。该项目由第一太平戴维斯物业公司管
理，物业费待定。

位置 丁香路778号，浦东

业主 山川置业

交付时间 2015年第二季度（预计）

办公面积 总面积：58,000平方米（双塔）

楼层 5F-18F

标准层 1,600平方米

整层得房率 70%

净层高 3.0米

架空地板 150毫米

客梯 每栋10部迅达

车位 540

租金起始要价 人民币6.5元每天每平方米（预计）

物业管理费 待定

表4
丁香国际商业中心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中国区市场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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