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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2013年第四季度，因市场需求减弱，沈阳市甲级写字楼租金环比进一步下跌，且同比
涨幅收窄至不及1%。与此同时，新项目的入市及市场去化能力减弱令全市空置率同比
上涨12个百分点。
 2013年第四季度，甲级写字楼市
场无新项目入市，总存量仍系70.8万平
方米。

 全市整体空置率环比下降0.6个百分
点至19.8%。尽管如此，部分租户将新
址迁至近期交付的楼宇，令多数老项目
出租率下降。

  沈阳市甲级写字楼租金环比下跌
1.1%，至每平方米每月人民币134.8元
(含物业管理费)，同时，租金同比涨幅
收窄至0.5%，系过去四年最低值。

 2013年第四季度，共计五家中高端
商业项目进入零售市场，新增商业面积
63万平方米，令中高端商业存量增加至
约550万平方米。

  第四季度，中高端购物中心空置率
降至11.0%，但购物中心首层租金已连
续第三个季度仅录得平缓增长，至每
平方米每月人民币359.4元，同比仅上
涨2.7%。

  2014年，沈阳市甲级写字楼及中高
端商业市场均将面临大量新增供应入
市，届时包括10个写字楼项目及8个商
业项目将进入市场。

“第四季度，尽管五个商业项目
开业，但餐饮、生活家居及休
闲娱乐品牌的强劲需求促使中
高端商业市场空置率进一步下
跌。” 王琼，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及顾
问咨询部

图片：沈阳星摩尔购物中心，铁西区t



02  

市场简报 | 沈阳写字楼及商铺 2014年3月

经济概览
受中国经济放缓因素影响，2013年前
九个月，沈阳GDP同比实际增长放缓
至8.3%。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同比涨幅
由2012年第三季度的26.9%降至2013
年第三季度的19.4%。而房地产投资额
却同比增长16.9%，达人民币1,813亿
元。与此同时，同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
入及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分别增长10.1%
及13.3%。

甲级写字楼市场
市场概述
尽管第四季度无新项目入市，且五个项
目推迟其入市时间至2014年，2013年

2013年全市净吸纳量累计达4万平方
米，与2012年基本持平，但仅为年度
供应量的30%，从而导致全市整体空置
率上涨。

鉴于新近入市项目交付标准相对较高，
且新项目业主给予租户优惠的租金政
策，使得部分租户选择从老旧写字楼项
目（楼宇年限超过5年）迁至新项目。
尽管老旧写字楼项目入驻率下降，但全
市整体空置率环比下跌0.6个百分点，
至19.8%，同比上涨12个百分点。

甲级写字楼租金
由于前三季度大量新项目入市加剧了
市场竞争。现有项目业主不得不保持
原有租金水平或提供租金折扣以吸引
新租户与挽留现有租户。此外，因春
节长假前本地市场需求减弱，部分业
主更是通过租金折扣以尽快促成成
交。因此，沈阳市甲级写字楼租金环
比下降1.1%，至每平方米每月人民币
134.8元(含物业管理费)，同比涨幅仅
为0.5%，为过去四年最低租金增长。

各区域市场空置率及租金
五里河
大量高品质项目的聚集令五里河区域
继续保持市场最高租金水平，达到每
平方米每月人民币155.8元(含物业管理

沈阳市甲级写字楼市场仍迎来历史供应
高峰，全年供给量达13.6万平方米。大
量的市场供应、加之经济的不确定性导
致市场需求减弱，致使全市整体空置率
同比上涨12.0个百分点，而2013年全市
租金涨幅不及1.0%。

供过于求的市场情况将在未来两年进一
步凸显。届时，19个写字楼项目将竣工
交付，新增市场存量190万平方米。受
市场竞争激烈影响，全市整体出租率及
租金均将下降。

新增供给、净吸纳量及空置率
2013年第四季度，沈阳市甲级写字楼
无新项目入市。华晨中际大厦、朗勤泰
元中心、环球国际大厦二期、中铁大厦
及茂业中心等五个写字楼项目交付时间
由2013年第四季度推迟至2014年。因
此，沈阳市甲级写字楼存量仍系70.8万
平方米，其中2013年全年供给量达到
13.6万平方米，为过去10年最高值。

受企业扩张谨慎等因素影响，2013年
第四季度，全市净吸纳量由前三季度平
均值1.2万平方米缩减至4,000平方米。
需求主要源于金融（特别是银行及保险
公司）、专业服务、IT 及高科技、以及
生物科技及医疗行业，且国内企业继续
引导市场需求。

图 1
甲级写字楼新增供给、净吸纳量及空置率，2004
年-2013年

资料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及顾问咨询部
表 1
沈阳市主要经济指标，2013年1-9月

数据来源：沈阳市统计局，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及顾问咨询部 
*年化数据

指标 单位 金额 同比增长
(%)

地区生产总值 人民币 
十亿元 522.31 8.3

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美元 
十亿元 4.03 -4.3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人民币 
十亿元 573.74 19.4

房地产开发投资 人民币 
十亿元 181.3 16.9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人民币 
十亿元 229.79 13.3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人民币 22,090 10.1

消费品价格指数 上年 = 
100 102.7 2.7

表 2
甲级写字楼市场主要指标，2013年第四
季度

资料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及顾问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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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比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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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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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但同比下降0.8%。这主要由于业
主方考虑到市场需求减弱及过去几个
季度入市的新项目加剧了市场竞争，
欲通过租金优惠维系其优质客户。因
此，五里河区域空置率稳定在6.2%，
同比下降1.0个百分点。

北站
北站区域作为沈阳市传统中央商务
区，租金同比上涨3.3%，至每平方米
每月人民币141.8元(含物业管理费)，
为全市第二高租金。截至2013年第四
季度，因第三季度交付使用的平安财
富中心（原名沈阳天地B塔）出租率较
低，北站区域空置率同比上涨19.0个百
分点，至21.5%。

写字楼市场展望
由于前述五个项目将交付使用时间推
迟至2014年，届时将有十个写字楼项
目交付使用，为市场新增68.7万平方
米供给，其中近半面积将集中于北站
区域。届时，沈阳市写字楼市场存量
将扩增97.0%至约140万平方米。2015
年，另外九个写字楼项目将交付使
用，新增写字楼面积120万平方米，令
现有存量扩大260%。

鉴于大量新增供给将进入已陷供过于
求状态的本地市场，全市空置率将明
显升高。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业主
方不得不提供更具激励性的租赁政策
以吸引有限的客户；部分业主甚至将
考虑销售部分物业以支撑其现金流，
譬如嘉里中心。

中高端商业市场
市场概述
2013年，沈阳市中高端商业市场迎来
第二个历史供应高峰。第四季度，共
计五个商业项目开业，新增商业面积
63万平方米。尽管如此，鉴于业主方
为增加其项目客流人群的迫切需求，
餐饮、生活家居、休闲娱乐等业态零
售商加速扩张，促使全市空置率跌至
11.0%。

有别于此前百货商场，新型百货商场
倾向于扩大项目体量以通过丰富业态
组合而吸引客流，从而打破购物中心
的垄断地位。譬如第四季度交付的三
个百货商场单体建筑面积皆超过10万
平方米。

图 2
甲级写字楼租金指数及增长率，2005
年—2013年

资料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及顾问咨询部

图 3
甲级写字楼各区域市场空置率及租
金，2013年第三季度对比第四季度

资料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及顾问咨询部

表 3
精选写字楼成交案例，2013年第四季度

表 4
未来写字楼新增供应，2014年

资料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及顾问咨询部

资料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及顾问咨询部

公司名称 项目 商务区 建筑面积
(平方米) 新租/续租

美国领事馆 茂业中心 五里河 3,500 新租

徳意志联邦共和国
驻沈阳总领事馆

华润大厦 五里河 2,200 新租

达信财富 沈阳天地 北站 750 新租

项目 商务区 可租赁面积
(平方米)

华晨中际大厦 北站 51,000

朗勤泰元中心 中山广场及和平大街 32,500

环球国际大厦二期 北站 35,200

中铁大厦 中山广场及和平大街 40,000

茂业中心 五里河 100,000

东大国际中心 中山广场及和平大街 116,000

嘉里中心 五里河 70,000

沈阳天地A塔 北站 22,000

新地中心 北站 120,000

财富中心二期 北站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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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供给及存量
2013年第四季度，商业市场供过于求
的情况进一步凸显：五个中高端商业
项目正式开业，其中包括3个百货商场
及2个购物中心，新增商业面积63万
平方米，令市场存量扩增近13%。由
此，2013年全年沈阳中高端商业供应
累计达97.6万平方米，系历史第二高
峰，从而令市场存量增加至553万平方
米，其中55%为购物中心。

五个新项目分别为：
久光百货
久光百货位于中街商圈，由香港商业
运营企业利福国际控股打造。久光
百货于2013年10月开业，项目定位
为中高端百货商场，总建筑面积为
12万平方米。该项目主力店为鲜品
馆，并引入一系列二线奢侈品品牌及
设计师品牌，其中不乏首次进入沈阳
的品牌，譬如Michael Kors、Kate 
Spade、Anne Klein、Joan&David
等。此外，项目引入了众多服饰、珠
宝及餐饮品牌。该久光百货是东北区
域第二家久光百货，亦是继上海、苏
州及大连店后全国第四家店。

阳光百货
阳光百货位于北站区域，于2013年
11月开业，项目建筑面积为10万平方
米。阳光百货定位为中端百货商场，
但引入了中影国际影院、欧悦真冰
场、精品超市及艺术展览馆等商户作
为其主力店，为顾客提供更为丰富的
购物及生活体验。

华府新天地
华府新天地位于北站区域，系华府
天地的二期项目，由上海置业集团
及沈阳华锐世纪集团联合开发。该
项目总建筑面积为15.5万平方米，
定位为中端购物中心。华府新天地
引入了一系列快时尚及餐饮品牌，
如Gap、H&M、小南国、Ocean 
Music Harbon等，其中CGV影院及
酷必乐KTV作为其主力店。截至2013
年底，该项目预租率约为85%。

图 4
中高端商业市场供应及存量，2000年以前-2013年

资料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及顾问咨询部        

图 5
主要商圈租金及空置率，2013年第三季度对比第四季度

资料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及顾问咨询部        

星摩尔购物中心
星摩尔购物中心由FIBA 集团及
Turkmall共同开发，项目总建筑面积
为15万平方米。星摩尔购物中心定位
为中端社区型购物中心，主要服务于
项目周边居民。其主力店包括乐宾百
货、欧尚超市、华谊兄弟影院、朵朵
童世界等。此外，项目亦吸引了一系
列快时尚、儿童、休闲娱乐及餐饮品

牌，譬如Zara、H&M、Gap及俏江
南等。截至2013年底，该项目预租率
高达90%。

兴隆大都汇
兴隆大都汇位于铁西区，是兴隆大家
庭集团在沈阳地区打造的第五个百货
商场。兴隆大都汇于2013年第四季
度开业，项目建筑面积为10.5万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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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精选商业租赁成交案例，2013年第四季度

资料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及顾问咨询部

租户 业态 项目 区域 承租面积 
(平方米)

朵朵童世界 儿童 星摩尔购物中心 铁西 10,000

H&M 服饰 皇城恒隆广场 北站 500

Coach 服饰 久光百货 中街 400

小南国 餐饮 皇城恒隆广场 北站 400

表 5
沈阳中高端商业市场主要指标，2013年第四季度

存量
(百万平方米) 空置率 (%) 新增供给

(平方米)
租金范围

(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

2013年第四季度 5.53 11.0 630,000 359.4

环比 (%/百分点)) 12.8 -2.3 82.0 0.9

同比 (%/百分点) 21.4 -1.3 170.4 2.7

资料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及顾问咨询部

米，定位为中端百货商场。项目主力
店包括家乐福、迪卡侬及今世界影
院。此外，项目亦引进众多服饰、珠
宝及休闲娱乐品牌。

需求及空置率
季内来自餐饮、儿童、休闲娱乐（包
括影院、KTV、溜冰场等）及生活家
居等业态的需求呈现增长趋势，这主
要由于业主为吸引更多客流到访其项
目而意欲引入该类商户。与此同时，
二线奢侈品、设计师品牌对传统商圈
之优质项目亦表现出强烈兴趣。但因
商业项目间竞争激烈及市场饱和度较
高，服饰及快时尚品牌扩张仍相对谨
慎。

尽管本季度两个购物中心的入市带来
大量市场供应，但两项目均由于其地
理位置优越且具备充裕品牌资源令其

出租率逾85%。截至2013年第四季
度，全市购物中心空置率环比下降2.3
个百分点，至11.0%，同比下降1.3个
百分点。

租金
迫于供过于求的市场现状带来的竞争
压力，众多业主不得不通过租金折扣
保证其良好的出租率。同时，部分业
主试图通过引入餐饮、儿童、娱乐等
承租能力较低的品牌为当地居民提供
更为丰富的购物体验。与此相反，承
租能力较强的服饰零售商却在本地市
场扩张谨慎。

有鉴于此，沈阳市优质购物中心首层
平均租金已连续三个季度增长停滞，
至第四季度末为每平方米每月人民币
359.4元，同比仅增长2.7%。

商业市场展望
未来三年，沈阳商业市场将持续经历
供过于求的市场情况，年均供给量将
达到65.2万平方米，从而令现有市场
存量截至2016年末扩大近35%。大部
分新项目将为综合体项目中的商业部
分，且将聚集在包括五里河及市府广
场的金廊区域。

鉴于大量新增供给将进入已陷供过于
求状态的本地市场，沈阳中高端购物
中心租金预期将继续下降。面对新项
目带来的严峻市场竞争，一方面，业
主方为吸引适合租户，特别是服饰品
牌，将不得不提供租金优惠；另一方
面，业主方将让与更多面积给餐饮、
生活体验、儿童及休闲娱乐等较之服
饰及配饰品牌而言承租能力较弱的零
售商以吸引更多客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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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未来商业新增供应，2014年

项目 商圈 物业类型 商业建筑面积
(平方米)

兴隆大家庭（太原街店） 太原街 百货商场 105,000

中海环宇城 北行 购物中心 70,000

新华国际金融中心 市府广场 购物中心 90,000

乐天世界购物中心 北站 购物中心 300,000

嘉里中心 五里河 购物中心 60,000

新夏宫购物中心 五里河 购物中心 30,000

新世界K11 五里河 购物中心 300,000

一方广场 市府广场 购物中心 140,000

资料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及顾问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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