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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新增供应推升核心商务区空置率至12.4%，环比上升0.5个百分点。

 2018年第一季度，核心商务区一
全新甲级写字楼项目博华广场入市，
为市场增加约13万平方米新供应。截
至季末，全市核心商务区甲级写字楼
存量推升至820万平方米。

 本季度核心商务区市场净吸纳量位
于相对低位（70,900平方米），同比
下降67%。
 
 新增供应推升核心商务区甲级写字
楼空置率至12.4%，环比上升0.5个百
分点，同比上升2.2个百分点。

  核心商务区甲级写字楼平均租金维
稳，达到每平方米每天人民币9.0元，
同比上涨1.4%。
 
 第一季度，非核心商务区无新增供
应。至此，非核心商务区甲级写字楼
存量维持在350万平方米。

 由于非核心市场以吸纳现有存量为
主，本季度非核心商务区写字楼市场
空置率达到37.1%，环比下降0.5个百
分点，同比上升10.3个百分点；平均
租金与上季度基本持平，为每平方米
每天人民币5.7元，同比上涨3.4%

“为打好政府强调的三大攻坚战，
预计未来将有更多开发商将可持
续性纳入开发项目之考量。” 简可，

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图片：浦江国际金融广场，虹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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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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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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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第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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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核心商务区甲级写字楼市场表现，2018年第一季度

供应量 (平方米) 吸纳量 (平方米) 空置率 存量 (平方米)

浦东 0 1,400 8.8% 3,847,400

浦西 130,000 69,500 15.5% 4,390,700

全市 130,000 70,900 12.4% 8,238,100

租赁市场
核心商务区 - 供应、吸纳和空置率
第一季度，核心商务区一全新甲级写
字楼项目入市，即位于浦西的博华广
场，为市场增加约13万平方米新增办
公面积。至此，核心商务区甲级写字
楼存量推升至820万平方米。

一季度，核心商务区吸纳量共计约7.1
万平方米，相较于去年一季度的21.6
万平方米依然有明显走缓。其中浦西
中央商务区贡献6.4万平方米，且多
位于新项目。浦东次级商务区（即竹
园板块）本季度录得负净吸纳，即新
租、扩组及续租面积不及退租面积。
一些公司搬迁至浦西次级商务区，另
有一些客户搬迁至租金成本更为经济
的非核心商务区或园区项目。

联合办公运营商继续扩大在上海的业
务版图。今年3月，WeWork位于浦
东陆家嘴国金中心一期15楼的联合
办公空间开业，并且还与静安越商大
厦签下了五个整层。此外，氪空间在
浦东世纪汇项目租赁了两个整层（约
5,000平方米）。

新增供应将浦西核心商务区甲级写字
楼空置率推高3.1个百分点至10.7%，
为三年以来最高。这使得全市核心商
务区空置率环比上升0.5个百分点至
12.4%，同比上升2.2个百分点。

核心商务区 - 租金
2018年第一季度，核心商务区平均租
金达到每平方米每天人民币9.0元，
同比上涨1.4%。尽管租金方面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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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表 2

租赁成交精选，2018年第一季度

 租户 项目 区域 商务区 承租面积 (平方米)

光大证券 恒隆广场 静安 南京西路 10,000

特雷克斯 城开国际大厦 徐汇 徐家汇 7,000

氪空间 世纪汇 浦东 竹园 5,000

广运资本 兴业太古汇 静安 南京西路 1,700

晋煤集团 震旦大厦 浦东 陆家嘴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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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四季度
与2018年第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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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下跌，但新增供应使业主继续承
压，为保留现有客户积极谈判，以维
持入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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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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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元
以及7.5元。

各细分市场租金走势类似，环比基本
持平，仅竹园板块录得环比上涨（见
图3）。尽管一些公司因考虑租赁成
本而搬迁，仍有许多金融、保险和
专业服务类公司欲在竹园板块寻求一
席办公空间，正因如此，竹园地区为
各核心商务区中空置率最低区域之一
（6.8%，2018年一季度数据），从
而也为业主上调租金提供空间。本季
度，竹园区域甲级写字楼平均租金环
比上涨1.1%，至每平方米每天人民币
8.2元。区域内一些新项目租金可达每
平方米每天人民币10元或以上。

非核心商务区
第一季度，非核心商务区无新增供
应，一些项目推迟至下季度入市，
包括晶耀前滩、前滩世贸中心二、三
期等。截至一季度末，非核心商务
区甲级写字楼总存量维持约350万平
方米。

由于市场以吸纳现有存量为主，本季
度非核心商务区空置率环比下降0.5个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图 4
甲级写字楼存量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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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写字楼一手散售成交案例，2018年第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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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地中心, 二期 徐汇 徐汇滨江 3,486 61,600

中信广场 虹口 北外滩 3,815 51,300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域的资产相比于非核心区域的资产更
能抵抗租金下行的压力，因此目前投
资者更多的关注于位于核心市场的写
字楼资产的投资机会。同时，商务园
区预计租金将不断上涨，同时也获得
来自研发和科技公司的租赁需求，加
之较高的收益率获得大量投资兴趣。
核心区域甲级写字楼收益率维稳，净
收益率约3.4%。

散售市场
2018年第一季度，新增供应放量，共
计11个写字楼项目的预售许可证获批
（包括老盘新推和全新项目），与去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表 3

写字楼整栋交易案例，2018年第一季度

项目 区域 总价
(亿元人民币) 买家 用途

上海国际大厦 虹口 24.21 领盛投资 出租

金领之都L6&L8 浦东 5.12 世联行 出租

万创中心49%股权 浦东 9.0 中银投 出租

百分点至37.1%，同比上升10.3个百
分点。同期，租金指数维稳至每平方
米每天人民币5.7元，较核心商务区市
场平均水平低58%。

年初非核心商务区吸纳量相对缓慢，
仅约2万平米。然而仍有一些预算有
限的公司在考虑将其办公室从较早的
甲级写字楼或乙级写字楼搬迁至非核
心商务区。

由于一些非核心商务区空置率依然较
高（例如大虹桥53%），市场依然需
要一些时间以吸纳现有存量。六七年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表 4

写字楼一手散售项目供应精选，2018年第一季度

项目 区域 商务区 预售证办公面积
（平方米）

预计平均报价
（人民币每平方米）

绿地黄浦五里桥 黄浦 南黄浦 70,877 70,000

晶耀前滩 浦东 前滩 117,527 80,000

虹桥世界中心 青浦 大虹桥 114,595 50,000

前，非核心商务区市场刚起步，该市
场占比全市存量仅3%，但截至2017
年末，这一比例提升至30%，且预计
到2020年将进一步增长至35%（见
图4）。

销售市场
大宗交易市场
2018年写字楼投资市场开年缓慢，本
季度仅成交三宗交易，总金额人民币
38.3亿元。

由于写字楼市场租金预计将会由于大
量新增供应而出现下降，位于核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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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聚焦
博华广场

区位 静安区南京西路

业主 汉斯

交付时间 2018年第一季度

办公建面 130,000平方米

标准层面积 2,400-2,800平方米

标准净高 约3.0米

租金报价 人民币10元/平方米/天起  
(不含11%增值税)

物业管理费 人民币49.6元/平方米/月  
(不含6%增值税)

物管公司 汉斯

博华广场位于静安南京西路板块，是一
座全新甲级写字楼，已于2018年第一季
度交付。项目俯瞰静安雕塑公园，地铁
13号线自然博物馆地铁上盖，10-15分
钟步行可至地铁2号线或13号线南京西
路地铁站。

2013年，汉斯以人民币37亿元总价购入
该项目地块，折合楼板价人民币每平方
米27,300元。

项目由汉斯公司投资开发，地上54层实
际楼层，共13万平方米写字楼建筑面
积，为出租型项目，另含约2.5万平米商
业。一季度，租金报价人民币每平方米
每天10元起（不含11%增值税），物业
管理费为每平方米每月人民币49.6元。
项目零售部分预计也将于年内开业。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年因政策收紧而一度处于供应短缺的
局面形成对比。

新供应为市场带来1,470套小业主单
元，共计45.6万平方米办公面积。其
中包括位于黄浦滨江的绿地五里桥、
位于浦东前滩板块的晶耀前滩和位于
大虹桥的虹桥世界中心。

尽管供应充足，但成交量疲软。一季
度，中环以内一手写字楼散售项目成
交面积仅1.05万平方米，成交均价约
为每平方米人民币51,800元。

市场展望
供应
上海甲级写字楼市场依然受到大量供
应的压力。预计年内将迎来约240万
平方米新增供应（含核心和非核心商
务区），空置率因而将进一步上行。

营商环境
近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
文，自5月1日起，下调特定行业增值

率税率，同时，上调工业企业和商业
小规模纳税人的年销售额标准至500
万元。此外，对于新经济领域“独角
兽”企业IPO开启快速通道的潜在可
能，中国存托凭证（CDR）的正式破
冰，以及拟放宽单个境外投资者持有
上市券商股份的比例限制等措施，都
将利好未来经济和商业、进一步激发
市场活力。这些利好举措或将抵消中
美贸易战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2018年3月31日，上海市工商局开办
企业“一窗通”服务平台，简化程
序，将企业开办的时间由原先的22
天缩短为5天。这一举措将加快企业
建立，从而在写字楼需求上得以快速
体现。

根据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未来经济发
展驱动力将来自多个层面：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及高新
技术。这已经并且将继续为未来办公
需求提供新动力。以上海为例，徐汇
滨江已吸引一些人工智能技术为主导

的企业落地，未来旨在打造企业总部
集聚区。

联合办公
近期WeWork收购裸心社等并购案
例并非意味着市场竞争减少。国内联
合办公市场发展依然处于发展初期阶
段，受到公司和初创企业的强劲需求
支撑，未来将继续演变直至成熟。

未来两年，租户或将占据上风，业主
将不得不提供租金优惠以吸引并留住
优质租户。除了来自其他业主的竞争
以外，以联合办公为首的中介服务商
也开始争抢租户资源。传统业主在管
理写字楼资产时应融合部分联合办公
的元素，抑或与联合办公品牌合作，
从而有效满足租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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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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字楼租金指数：反映一定时期内租金变动趋势和变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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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