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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第三季度，上海核心商务区甲级写字楼净吸纳量为负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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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第三季度，核心商务区共
计三个全新写字楼项目入市，为市
场带来约12.7万平方米办公面积。至
此，全市核心商务区甲级写字楼存量
升至880万平方米。

 季内净吸纳量共计约13.3万平方
米，尽管较今年二季度的高位下降了
65%，但历史来看依然强劲。

 吸纳量超过新增供应，核心商务
区甲级写字楼空置率下降0.2个百分点
至12.2%。
 

 本季度核心商务区甲级写字楼平
均租金走势平稳，至每平方米每天人
民币9.0元
 
 第三季度，非核心商务区无新项目
入市。截至季末，非核心商务区甲级
写字楼存量维持在410万平方米，占比
全市总存量约三成。
 
 市场继续吸纳现有存量，非核心商
务区写字楼空置率环比下降2个百分点
至33.8%。平均租金与上季度持平，为
每平方米每天人民币5.8元。

“市中心联合办公市场供应已相对
充沛，预计未来联合办公空间选址
将外拓至非核心区位以及更多二
线城市。” 简可，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

究部

图片：徐汇日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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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核心商务区甲级写字楼供应、吸纳和空置率，2000
年-2018年第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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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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纳量分析（按行业），2018年
第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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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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000 49,400 10.9% 4,248,600

浦西 49,000 83,300 13.4% 4,558,000

全市 127,000 132,600 12.2% 8,806,600

租赁市场
核心商务区-供应、吸纳和空置率
2018年第三季度，核心商务区共
计三个全新写字楼项目入市，为
市场带来约12.7万平方米优质写
字楼面积。至此，全市核心商务
区甲级写字楼存量升至880万平方
米。新项目包括：

-上海世茂大厦，浦东
项目位于浦东潍坊西路，陆家嘴商
务区以南。项目开发商世茂集团
已将其总部从陆家嘴区域的时代
金融中心搬迁至此，自用约30%
的办公面积。

-陆家嘴富汇大厦，浦东陆家嘴
项目位于陆家嘴板块，地铁2号线
东昌路地铁上盖，项目拥有约4.2
万平方米写字楼面积，对面为今
年二季度交付的浦东金融广场。
陆家嘴富汇大厦由三栋出租型办
公塔楼组成，其中一栋已整栋出
租予WeWork，另两栋目前仍为
空置。该项目由陆家嘴集团开发。

-世纪盛荟，静安区南京西路
项目由和记黄埔投资开发，为一
栋24层（实际楼层）的写字楼。
项目位于南京西路以北，毗邻汉
斯集团的博华广场。但由于业主
考虑将项目整体出售，因而目前
该项目为空置状态。

尽管有新项目入市，但得益于市场
吸纳依然强劲，平均空置率环比
下降0.2个百分点至12.2%。季内
净吸纳量共计约13.3万平方米，
尽管较今年二季度的高位下降了
65%，但历史来看依然强劲。次
级商务区需求强劲，而由于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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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租赁成交精选，2018年第三季度

租户 租户行业 项目 商务区 承租面积(平方米)

香奈儿 零售及贸易 兴业太古汇 南京西路 7,000

WeWork 商务中心及共享办公空间 世纪商贸广场 淮海中路 6,800

戴森 零售及贸易 中海国际中心 南黄浦 4,200

君康人寿 金融 博华广场 南京西路 2,700

国海富兰克林 金融 国金中心二期 陆家嘴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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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1999年第一季
度-2018年第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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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从市中心搬迁至性价比更高
的次级商务区，导致陆家嘴、南
京西路、淮海中路三大中央商务
区均录得负吸纳量。

从需求端来看，金融行业继续主
导写字楼需求，占比三季度总吸
纳量约24%。成交多位于浦东地
区，瞩目交易如：国海富兰克林
续签了国金中心二期约2,500平方
米，此外，同方人寿租下位于浦
东竹园地区世纪汇的一整层。

2018年扩张最为显著的商务中心
及共享办公空间，以及零售及贸
易分别占比季内吸纳量约21%。
尽管联合办公大类的交易数量有
限，但交易面积相对较大，基本
跨两到三层标准层。办伴在位于
陆家嘴商务区的金砖大厦（原东
方汇经）租下约6,000平方米写字
楼；此外，氪空间继续扩张，在
位于淮海中路的无限极大厦租下
两个整层，共计约5,200平方米写
字楼面积。

第三季度，外资企业占比核心商
务区吸纳量约50%，而同期，非
核心商务区办公需求则多来自于
国内企业（占比约64%）。

核心商务区- 租金
2018年第三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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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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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图4
核心商务区甲级写字楼租金及空置率，2018年第二季度
与2018年第三季度 RV CBD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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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写字楼整栋交易精选，2018年第三季度

项目 区域 总价
(亿元人民币) 买家 用途

湾谷科技园C6 杨浦 5.54 安联集团、首峰资本 出租

晶耀前滩一栋 浦东 15.17 中国商飞 部分自用

绿地锦创大厦 长宁 9.08 未知 部分自用

保利绿地广场一栋 杨浦 8.5 未知 部分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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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季度无新增供应，截至季末，
非核心商务区甲级写字楼总存量维
持在410万平方米。预计第四季度
将迎来37.6万平方米新增供应，
新项目包括旭辉莘庄中心和位于
五角场的国华国际广场。

由于本季度无新项目入市，因此市
场以吸纳现有存量为主，非核心
商务区写字楼空置率环比下降2个
百分点至33.8%，且各非核心商务
区板块空置率均有改善。过去一
年半以来，非核心商务区平均租
金维稳于每平方米每天人民币5.8
元（见图5），商务氛围待成熟，
从而抑制了租金上涨。

第三季度，非核心商务区吸纳量从
二季度的高位（主要得益于新项目
的部分预租）减少至80,600平方
米。从需求来看，制造业和专业服
务类企业占比最大，分别占比季内
吸纳量的22%和21%。前滩、大虹
桥等大型规划区域依然颇受青睐。
例如：国内汽车公司观致汽车租下
虹桥绿谷约10,000平方米面积；此
外，一家美国IT公司铿腾电子科技
在前滩世贸中心承租了约12,000平
方米写字楼面积。

销售市场
大宗交易市场
第三季度上海写字楼大宗市场成
交仍然低迷，成交总额约为人民
币52亿元。

数据来源：上海统计局，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图5

非核心商务区甲级写字楼市场，2016年第三季度-2018年
第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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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非核心商务区甲级写字楼吸纳量分析（按行业），
2018年第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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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聚焦
上海世茂大厦

区位 浦东潍坊西路

开发商 世茂集团

交付时间 2018年第三季度

办公建面 36,000平方米

标准层面积 1,00-1,800平方米

标准净高 约2.9米

租金报价 人民币9元/平方米/天起

物业管理费 人民币36元/平方米/月

物管公司 世茂集团

上海世茂大厦是一全新甲级写字楼项
目，于2018年第三季度交付。项目位
于浦东潍坊西路与浦城路交汇处，陆
家嘴金融商务区以南。步行15分钟可
达地铁9号线商城路站，约50分钟车
程至浦东国际机场。

项目由世茂集团开发和持有，由一栋
27层办公楼（名义楼层）和3.1万平
方米商业组成，商业部分预计于2018
年末开业。世茂集团总部已从时代金
融中心搬迁至此，自用约30%办公面
积。2018年第三季度，项目租金报价
为每平方米每天人民币9元起，物业管
理费用为每平方米每月人民币36元。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核心区域甲级写字楼毛收益率在
第三季度保持稳定，净收益率约
3.4%。

市场展望
预计今年第四季度还将迎来约
78.4万平方米的新增供应（含核
心商务区和非核心商务区）。包
括位于浦东竹园板块的一大体量
办公项目：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写字楼面积超26.8万平方米，但
由于其接近九成的面积计划将自
用，因而该项目对未来整体空置
率的影响不大。

在政府的大力支持推动下，诸如
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

投资者对于供应量过剩、贸易战、
经济增长缓慢、经济降杠杆等因
素对写字楼租赁减少的影响表现
出一定的担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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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较高的收益率继续获得大量投
资兴趣。融资环境严峻，来自境内
基金投资者交易大幅减少，境外
投资者则维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预计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完成
更多成交。一般来说，由于资金
成本低，且投资周期较长，国际
养老基金和主权基金将会更多关
注于核心资产；而国际私募基金
会更多关注有价值增值潜力的投
资机会。

业将加速发展，并将继续为未来
办公需求提供新动力。微软、亚
马逊、阿里巴巴等数个科技巨头
已于近期宣布将在上海建立人工
智能创新平台和研究中心。

鉴于未来供应巨大，预计未来一年
内上海写字楼租金或难以见涨。然
而大面积客户的议价空间依然较
大，尤其是在项目招商初期阶段。

更多开发商和投资客对未来市场
态度谨慎，一些因此考虑将资产
收益变现以偿还贷款，这也将在
一定程度上带动销售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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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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核心市场以外的商务区：虹桥交通枢纽，世纪公园，前世博，后滩，前滩，徐汇滨江，
闵行，长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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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