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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2018年第二季度甲级写字楼新增供应近100万平方米，加之未来六个月还将有大量供
给入市，预期2018年供应量将达到历史新高。

 2018年第二季度，核心商务区共
计五个全新写字楼项目入市，为市
场带来约44.2万平方米办公面积。至
此，全市核心商务区甲级写字楼存量
升至870万平方米。

 季内核心商务区写字楼净吸纳量近
38.2万平方米，较今年一季度环比大
增440%。

 二季度核心商务区甲级写字楼空
置率维稳于12.4%，同比上升2.2个百
分点。
 

 本季度核心商务区甲级写字楼平均
租金走势基本平稳，至每平方米每天
人民币9.0元。
 
 二季度迎来了五个新项目集中交
付，共计56.3万平方米新增供应。截
至季末，非核心商务区甲级写字楼存
量推升至410万平方米。 
 
 受大量新增供应影响，非核心商务
区写字楼空置率环比上升1.7个百分点
至35.5%，为最近三年以来新高。平均
租金与上季度基本持平，为每平方米
每天人民币5.8元。

“防范金融风险是未来三年的三
大攻坚战之一，但为支持企业发
展，政府也出台了减轻税负相关政
策。” 简可，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图片：1788国际中心，静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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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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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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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第二季度

60

80

100

120

140

160

180

200

220

Q
2 

/ 1
99

9 
= 

10
0

全市 浦西中央商务区 浦东中央商务区 浦西次级商务区 浦东次级商务区

Q3/2008 - Q2/2010
整体指数下跌36.8%

Q2/2010 - Q2/2018
整体指数上涨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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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表现，2018年第二季度

供应量 (平方米) 吸纳量 (平方米) 空置率 存量 (平方米)

浦东 323,200 225,700 10.4% 4,170,600

浦西 118,300 156,500 14.3% 4,509,000

全市 441,500 382,200 12.4% 8,679,600

租赁市场
核心商务区 - 供应、吸纳和空置率

2018年第二季度，核心商务区共计

五个全新写字楼项目入市，为市场

带来约44.2万平方米优质写字楼面

积。至此，全市核心商务区甲级写

字楼存量升至870万平方米。

• 陆家嘴滨江金融城三期，浦东小

陆家嘴

• 长宁来福士广场T1，长宁虹桥

• 昊元项目，黄浦

• 陆家嘴金控广场，浦东竹园

• 陆家嘴金融中心广场，浦东竹园

第二季度，核心商务区吸纳量明显

回升，共计约38.2万平方米，环比

今年一季度大幅增长440%。这主

要归因于新增供应项目预租情况良

好、自用比例较高，此外浦西次级

区域市场吸纳强劲。例如，兴业银

行于2013年购入陆家嘴滨江金融城

三期（写字楼面积共计约12.4万平

方米）约70%的办公空间，并计划

自用。另外，浦东竹园陆家嘴金控

广场的三幢写字楼中，有两栋分别

由阿里巴巴（纯自用）与泰康人寿

保险收购（约20%自用）。

因市场吸纳强劲，高位供给压力暂

时得到缓解，平均空置率稳定在

12.4%，但同比仍上升2.2个百分

点。老黄浦板块的甲级写字楼空置

率在过去两年内持续增长，自2016

年二季度的6.6%上升至2018年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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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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季度

租户 项目 租户行业 商务区 承租面积 (平方米)

平安金融 置汇旭辉广场 金融 浦东其他 11,000

智联 天安中心 零售 老黄浦 10,000

中金公司 汇亚大厦 金融 陆家嘴 3,400

高临管理咨询 博华广场 专业服务 南京西路 2,000

杰特贝林 世纪商贸广场 医疗保健 淮海中路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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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一季度
与2018年第二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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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的21.9%。这主要归因于新项

目入市、租户从老旧写字楼搬迁。

随着新兴商务区的崛起，租户拥有

更多选择，地段不再是最重要的考

量。

核心商务区 - 租金

2018年第二季度，核心商务区平

均租金为每平方米每天人民币9.0

元，基于指数基准持平，同比上涨

0.5％。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商务区

或项目的租金维稳，而是相对较新

项目的租金上涨抵消了老项目提供

更长免租期的变相租金下调。

二季度，浦东中央商务区平均租金

为每平方米每天人民币11.3元，浦

西中央商务区平均租金为每平方米

每天人民币10.3元。同期，浦东、

浦西次级商务区的平均租金分别为

每平方米每天人民币8.2元以及7.5

元。

非核心商务区

尽管一季度非核心商务区无新增供

应，但二季度有五个全新写字楼项

目入市，带来约56.3万平方米的新

增面积。截至二季度末，非核心商

务区甲级写字楼总存量增加至410

万平方米。新项目包括：

• 晶耀前滩，浦东前滩

• 前滩世贸中心二期，浦东前滩

• 置汇旭辉广场，浦东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图 4
前滩与陆家嘴甲级写字楼市场对比，2018年第二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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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区域甲级写字楼毛收益率在
第二季度保持稳定，净收益率约
3.4%。

散售市场
2018年第二季度，新增供应放量，
接近20个写字楼项目的预售许可证
获批，写字楼面积共计约48.6万平
方米（包括老盘新推和全新项目）
。季度总交易量达到31.09平方
米，平均成交价格为每平方米人民
币31,500元。

二季度，中环以内散售写字楼交易

量实现反弹，共计约3.4万平方米。

平均成交价格达到每平方米人民币

31,100元。

市场展望
2018年下半年，预计核心商务区

及非核心商务区将分别有约76.1

万平方米和59.4万平方米的新增

供应，但尽数交付的可能性不大。

因此，预计未来空置率将进一步上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表 3

写字楼整栋交易精选，2018年第二季度

项目 区域 总价
(亿元人民币) 买家 用途

湾谷科技园B7 杨浦 7.26 IDG资本 出租

七宝宝龙大厦T2  闵行 4.52 歌斐资本 出租

虹桥世界中心4-10层 青浦 4.03 中城投资 出租

• 保利绿地广场&安联大厦，杨浦

东外滩 

• 东航滨江中心，徐汇滨江

由于市场高位供给，本季度非核心

商务区空置率环比再升1.7个百分点

至35.5%，达到三年以来最高。同

期，租金指数维稳至每平方米每天

人民币5.8元，低于核心商务区平均

水平约35%。

非核心商务区吸纳量在2018年第

二季度实现明显回升，同比增长61

％，共计约30.4万平方米。这主要

得益于新项目的部分预租。例如，

全球医疗保健科技公司默克在晶耀

前滩租赁了约8,000平方米的办公

面积。

前滩是拥有城市大型规划的非核

心商务区，定位跨国公司与金融企

业，与租金高昂、写字楼高度密集

的小陆家嘴相比是性价比较高的备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表 4

写字楼一手散售成交案例，2018年第二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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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通国际广场 杨浦 东外滩 7,773 24,900

绿地中心，二期 徐汇 徐汇滨江 1,044 63,900

选方案。大量媒体报道及分析预测

将该地区称作“陆家嘴2.0版”。然

而，就规模、市场成熟度和中心区

位而言，陆家嘴的城市地位难以企

及或超越。

销售市场
大宗交易市场

第二季度由于贷款紧张且成本上

涨，写字楼市场成交放缓，上半年

大宗成交总额仅为人民币55亿元。

本季度非核心商务区有更多写字楼

交易达成，同时成交单价均较低，

买家和卖家对于市场前景以及价格

都有较大分歧。相比之下，位于
非核心商务区的资产由于收益率更
高、升值潜力更大，而更受投资者
青眯。另外，商务园区由于收益率
较高，同时来自研发和科技公司的
租赁需求助推租金上涨预期，亦吸
引大量投资兴趣。



savills.com.cn/research  05  

 2018年7月市场简报 | 上海写字楼

项目聚焦
陆家嘴金控广场

区位 浦东竹园

开发商 陆家嘴集团

交付时间 2018年第二季度

办公建面 59,200平方米

标准层面积 1,100-1,500平方米

标准净高 约3.1米

租金报价 人民币10元/平方米/天起

物业管理费 人民币38元/平方米/月

物管公司 陆家嘴集团

陆家嘴金控广场是一全新甲级写字楼
项目，于2018年第二季度交付。 项
目位于世纪大道与杨高中路交汇处，
属浦东竹园商务区。项目毗邻上海证
券交易所即将交付的办公楼，步行可
达地铁4/6号线浦电路站和地铁2号线
上海科技馆站，约50分钟车程至浦东
国际机场。

项目由陆家嘴集团开发和持有，包含
三座办公大楼，写字楼面积约为6万平
方米，为出租型项目。目前，上海保
险交易所和中央结算公司上海总部已
分别租下两座较低塔楼。2018年第二
季度，租金报价为每平方米每天人民
币10元起，物业管理费用为每平方米
每月人民币38元。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扬，在此情况下，租金上涨的可能

性不大。

根据中央政府防范金融风险的要

求，中国将在上海设立金融法院，

处理与金融相关的诉讼。这不仅将

增加中国金融法律的国际影响力，

符合经济转型要求，也将巩固上海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上海继续在中国对外开放中发挥

主导作用，于近期出台“上海扩大

开放100条”，聚焦金融业开放合

作、构筑更加开放的产业体系、建

设知识产权保护高地、打造进口促

进新平台、创造一流营商环境等

方面，从而进一步开放经济商业环

境。值得注意的是，上海鼓励外商

投资高端制造业，并将加快推出新

能源汽车项目。特斯拉已于近期与

临港政府签署合作协议，在临港建

设集研发、制造、销售等功能于一

体的超级工厂。

新经济产业将继续支撑写字楼需

求，包括互联网、大数据以及其他

科技产业等。

2018年下半年业主处境仍然不易，

尤其是在新增供应竞争日益加剧的

背景下，老旧写字楼项目的业主为

保证入住率，积极与现有优质租户

谈判续约。且相对而言，大型租户

拥有更大的议价空间。写字楼项目

未来的竞争将主要集中在建筑质量

和业主服务这两方面。新开发项目

可能还将引入人工智能（AI）和建

筑信息模型（BIM）等高科技来更

好地管理和维护项目，从而提高市

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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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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