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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近几个季度中，更多传统写字楼业主引入联合办公品牌，抑或直接切入联合办公市
场。

 第三季度，有两个全新甲级写字楼
项目入市，为核心商务区带来近35万
平方米的新增供应，总存量增加4.5%
达到810万平方米。
 
 写字楼市场需求活跃，核心商务区
甲级写字楼净吸纳量接近16.5万平方
米（含自用）。
 
 核心商务区甲级写字楼空置率为
12.5%，环比上升1.8个百分点，同比
上升3.4个百分点。

 核心商务区平均租金达到每平方
米每天人民币8.9元，环比维持平稳走
势，同比上升1.8%。
 
 第三季度，非核心商务区有两个新
项目入市，带来近13.9万平方米甲级
写字楼新增供应，总存量推升至约320
万平方米。
 
 受新增供应影响，非核心商务区空
置率环比上升4.2个百分点至37.6%，
平均租金环比变化甚微，维持在每平
方米每天人民币5.8元。
 

“第三季度，新项目入市继续推高
空置率，平均租金承压下行。” 
简可, 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图片：万通中心，虹桥商务区

 上海第三产业增长强劲，将继续
支撑写字楼租赁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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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上海统计局，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图 1
核心商务区甲级写字楼供应、吸纳和空置率，2000
年-2017年第三季度 STV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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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表 1

核心商务区甲级写字楼新增供应，2017年第三季度

 项目 区域 商务区 写字楼建面 (平方米) 开发商

 陆家嘴滨江金融城 (二期) 浦东 陆家嘴 260,000 中信泰富, 中船集团

 中海国际中心 黄浦 南黄浦 90,000 中海地产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表 2

核心商务区甲级写字楼市场表现，2017年第三季度

供应量 (平方米) 吸纳量 (平方米) 空置率 存量 (平方米)

 浦东 - 2,600 6.2% 3,587,400

 浦西 338,600 264,200 14.6% 4,170,700

 全市 338,600 266,800 10.7% 7,758,100

市场新闻
上海出台“16条”支持外资研发中心
发展
为配合上海到2030年建成全球技术创
新中心的目标，《上海市关于进一步
支持外资研发中心参与上海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若干意
见》在2017年10月正式对外发布。

《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将给予高层级
外资研发中心与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同
样的政策支持，即可获得地方政府的
优惠政策以及金融支持；将进一步便
利外籍人才办理工作许可，简化手
续，允许外资研发中心聘雇的外籍研
发人员直接申请办理外国人来华工作
手续；同时还强调完善政府的服务能
力。

此轮政策旨在吸引更多外资研发中心
在上海落地、扩张，为写字楼市场带
来新的需求来源。

恒基携手旭辉集团打造马当路项目
旭辉集团将与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
联合开发黄浦区马当路商业项目，双
方各占50%股权。

项目位于马当路与建国路交叉口，规
划地上建筑面积约25,000平方米（办
公面积20,000平方米，零售面积5,000

陆家嘴滨江金融城（二期）由中信泰
富与中船集团联合开发，含两栋写字
楼。其中一座由工商银行收购作为自
用，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米。另一座
由中国人寿保险买下用作总部大楼，
建筑面积约11万平方米。

核心商务区吸纳量达到16.5万平方米。
其中浦东中央商务区贡献10.6万平方
米，且均来自工商银行自用项目的交

平方米）。截至2017年第三季度末，
项目施工尚未启动。

租赁市场
核心商务区 - 供应、吸纳和空置率
第三季度核心商务区共有两个写字楼
项目入市，即：陆家嘴滨江金融城
（二期）以及中海国际中心，共计新
增供应35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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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图 2

核心商务区甲级写字楼租金指数，1999年第一季
度-2017年第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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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表 3

租赁成交精选，2017年第三季度

 租户 项目 区域 商务区 承租面积 (平方米)

 Wework 中海国际中心 黄浦 南黄浦 27,000

 美施威尔集团 凯德星贸 静安 北站 3,500

 华龙证券 世纪汇 浦东 竹园 2,300

 希格斯 陆家嘴世纪金融广场 浦东 竹园 1,600

 韩亚银行 海洋大厦 黄浦 老黄浦 1,000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图 3
核心商务区甲级写字楼租金及空置率，2017年第二季度
与2017年第三季度 RV CBD CN

Page 1

10.3 
9.9 

11.4 

8.1 7.8 
7.3 

7.9 

6.4 

10.3 
9.9 

11.4 

8.1 8.1 
7.3 

8.0 

6.4 

0%

5%

10%

15%

20%

25%

30%

0

2

4

6

8

10

12

南京西路 淮海中路 陆家嘴 老黄浦 徐家汇 虹桥 竹园 北站

人
民
币
每
平
方
米
每
天

2017年第二季度租金 (左轴) 2017年第三季度租金 (左轴)
2017年第二季度空置率 (右轴) 2017年第三季度空置率 (右轴)

中央商务区 次级商务区

付。除新项目以外，浦东及浦西中央
商务区的吸纳量均为负值。大批租户
搬至次级商务区及非核心商务区内租
金更为优惠的新建写字楼。

受新增供应影响，核心商务区甲级写
字楼空置率环比上升1.8个百分点至
12.5%。全市仅浦东次级商务区录得
空置率下跌，环比下降2.7个百分点至
8.5%。

核心商务区 - 租金
2017年第三季度，核心商务区平均租
金达到每平方米每天人民币8.9元，
租金指数环比基本持平，同比上涨
1.8%。然而，由于6个月前交付的次
级商务区新项目租金低于平均水平，
因此第三季度租金的绝对值依然环比
下跌。

第三季度，浦东中央商务区租金平均
人民币每平方米每天11.4元，浦西中央
商务区租金平均人民币每平方米每天
10.1元。同期浦东、浦西次级商务区的
平均租金分别为人民币每平方米每天
8.1元以及7.4元。

各细分市场租金走势类似，环比基本
持平，仅徐家汇例外。新鸿基的徐家
汇国贸中心于6个月前入市，本季度
首次纳入统计范围。受此高端项目推
动，徐家汇CBD写字楼租金上涨至人
民币每平方米每天8.1元。区内其他项
目的租金未有上调。

非核心商务区
非核心商务区在2017年第三季度继续
迎来新增供应，有两个新项目交付入
市，共计约13.9万平方米。存量推升至
320万平方米，较一年前增长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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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新增供应入市，非核心商务区
空置率环比上升4.2个百分点达到
37.6%，系两年来最高水平。同期平均
租金（指数）未有变化，维持在每平
方米每天人民币5.8元。

非核心商务区的发展焦点仍倾向于一
些总体规划商务区，例如虹桥交通枢
纽以及包括前滩和世博商务区在内的
浦东滨江南延伸段，预计还将延伸至
龙阳路交通枢纽商务区以及青浦的西
虹桥商务区。然而，从近几个季度新
交付项目的高位空置率来看，市场消
化现有的大量新增供应尚需时日。

销售市场
大宗交易市场
第三季度投资市场共达成五宗主要交
易，总金额144亿人民币，成交总额环
比上升7%。

写字楼物业资产价值处于高位，物业
所有者积极寻找机会能够从成熟的投
资中获取价值，实现回报。在资金来
源收窄的情况下，开发商有意出售资
产来改善他们的财务状况。在这个季
度，瑞安地产出售了创智天地物业及
杨浦物业49%的股份，创智天地是瑞
安地产开发、运营超过十年的项目。
目前入驻企业有IBM、甲骨文和卡巴斯
基等。SOHO中国也在积极出售其非
核心资产包括SOHO世纪广场、SOHO
虹口和凌空SOHO（于2017年10月出
售）。

第三季度，甲级写字楼毛收益率稳定
在4.8%。

散售市场
因政策收紧，写字楼散售市场继续放
缓。

位于嘉定区的中信泰富又一城于第三
季度获得预售许可证，为市场带来180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图 4
细分市场甲级写字楼租金及空置率，2017年第二季度与
2017年第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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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散售单元，建筑面积共计31,200平
方米。然而，近期出让的许多地块明
确规定自持比例、限制散售，因此预
计短期内将难有大量散售供应出现。

第三季度，中环以内一手写字楼散售
项目成交面积共计约37,900平方米，
成交均价约为每平方米人民币31,900
元。其中淮海中路、陆家嘴等市中心
板块有高端交易达成。

市场展望
预计2017年第四季度，核心商务区将
迎来四个新项目入市，即陆家嘴滨江
金融城三期、陆家嘴2-16-2项目、昊元
项目以及长宁来福士，将带来近28.6万
平方米的新增甲级写字楼供应。滨江
金融城三期的办公面积约为12.4万平
方米，兴业银行早在2013年即买下近
60%的面积。

随着新兴商务区不断发展成熟，市场
去中心化趋势将得以继续。2017年第

四季度，非核心商务区将有约64万平
方米的全新甲级写字楼面积入市，其
中包含部分原计划第三季度入市的项
目，尽管实际来看全部交付的可能性
不大。

新项目的入市已经开始推高空置率，
使租金面临下行压力。大量全新优质
项目及新兴商务区为租户提供了丰富
选择，加之如今有更多形式的灵活办
公出现，业主将不得不提供租金优
惠以及更为弹性的租赁条款，抑或通
过增加中介佣金以吸引并留住优质租
户。

近来联合办公人气见涨，有更多业主
向传统写字楼引入联合办公，抑或直
接切入联合办公市场。这股趋势还将
继续，因为组合运营格局将产生共赢
效应，惠及写字楼业主、联合办公企
业以及千禧一代劳动力。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表 4
非核心商务区甲级写字楼新增供应，2017年第三季度

项目 区域 商务区 写字楼建面 (平方米) 开发商

虹桥新地中心 闵行 虹桥交通枢纽 38,400 新地集团

虹桥丽宝广场 闵行 虹桥交通枢纽 100,900 丽宝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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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写字楼一手散售成交案例，2017年第三季度

项目 区域 商务区 成交面积 
（平方米）

成交均价 
（人民币每平方米）

汇京国际广场 徐汇 徐家汇 476 62,200

绿地北外滩中心 虹口 北外滩 303 50,400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表 5

写字楼整栋交易案例，2017年第三季度

项目 区域 总价
(亿元人民币) 买家 用途

环球都会广场3号楼 浦东 24.9 天诚集团 自用

绿地黄浦滨江1号楼 黄浦 21.1 国药集团 自用

1788国际中心 静安 64.0 顶新集团 出租

创智天地物业及杨浦物业49%
股权 杨浦 29.5 中国人寿 出租

项目聚焦
中海国际中心

区位 南黄浦

开发商 中海地产

交付时间 2017年第三季度

办公建面 约9万平方米

标准层面积 2,000-2,200平方米

标准净高 约2.9米

租金报价 人民币9-11元/平方米/天 (不含5%
税费)

物业管理公司 中海地产

物业管理费 人民币35元/平方米/月

中海国际中心位于南黄浦CBD，是一座
全新甲级写字楼，已于2017年第三季度
交付。该项目由中海地产开发，含两栋
写字楼，总建面月9万平方米。

项目紧邻南北高架路以及马当路地铁站
（9号线、13号线），比邻凯德的新零售
项目——晶萃广场。该购物中心目前在
建，预计2018年开业。

中海国际中心两座均为出租型写字楼。
租金报价自人民币每平方米每天9元
起，5%的税另计，物业管理费为每平方
米每月人民币35元。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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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rcial 

定义

核心商务区：分为中央商务区和次级商务区。
- 中央商务区：南京西路，淮海路，陆家嘴。
- 次级商务区：老黄浦，南黄浦，虹桥，北站，北外滩，竹园，徐家汇。

非核心商务区：除核心市场以外的商务区：虹桥交通枢纽，世纪公园，前世博，耀华浦江，前滩，徐汇滨江，闵行，曹家渡，真如，五角场。

写字楼租金：租金系位于项目中区约500平方米、拥有清晰视野、三年租赁期的写字楼单元租金，以建筑面积计算的估计有效租金。

说明

1. 租金自项目交付6个月后计入数据库并监测。

2. 写字楼自用面积纳入空置率计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