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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由于前海的影响，第四季度深圳甲级写字楼的平均租金上涨较大，带动散售价格开始上
涨。

 第四季度深圳甲级写字楼市场有两
栋新的写字楼入伙，总计增加供应量
9.6万平方米。

  全市甲级写字楼市场净吸纳量约为
10.9万平方米。

 由于有限的新增供应和较强的市场
需求，本季度全市平均空置率下跌0.8
个百分点至10.9%。

  本季度全市甲级写字楼租金环比
大涨6.8%至人民币205.5元每平方米每
月，同比上涨8.4%。

  租金的大幅上涨推动甲级写字楼平
均售价本季度环比上涨1.3%，至人民币
49,952元每平方米，同比上升8.5%。

  由于租金和售价上涨速度的分化，
第四季度全市回报率环比上升37个基
点，约至5.01%。

  预计2014年有7栋甲级写字楼入
伙，计新增供应面积约63.8万平方米，
全市甲级写字楼的存量将被推高21.7%
，其中可租赁面积约为37.8万平方米。

“前海企业注册的加速使得市场
对小面积的写字楼租赁需求大
幅提升。” 徐员员，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
部

图片：卓越世纪中心，福田中心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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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概述
第四季度深圳宏观经济继续回

升。2013年1到11月，深圳全市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同期增长9%，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图 1
甲级写字楼新增供应、净吸纳量以及空置率，2001年—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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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甲级写字楼租金指数，2001年第一季度—2013年第四季度

同时固定资产投资同比提高13个百分

点。除此之外，深圳2013年前三季度

GDP涨幅达到9.7%，比同期全国和全

省分别高2.0和1.2个百分点。

随着办公楼需求的上升，第四季度净

吸纳量达到10.9万平方米，租金涨幅

较大且空置率有所下降。同时散售市

场保持相对稳定，全市甲级写字楼的

售价开始上涨。

第四季度有两处新增甲级写字楼入

伙，分别是位于福田区的中航中心和

投行大厦，共新增供应9.6万平方米，

全市甲级写字楼建筑面积增加到294万

平方米。由于有限的新增供应和较强

的市场需求，本季度全市平均空置率

下跌0.8个百分点至10.9%。

第四季度随着前海企业注册加快，中

小企业为了在前海注册，对福田以及

南山地区中小面积写字楼的需求爆

发。福田区和南山区的空置率有所下

降，其中福田区下降了0.4个百分点

到9.9%，南山区下降3.6个百分点到

13.7%。同时罗湖区的空置率与上季度

持平，为12.3%。

由于中小企业在前海加速注册，对福

田以及南山地区中小面积写字楼的需

求爆发，全市甲级写字楼租金第四季

度上涨6.8个百分点至人民币205.5元

每平方米每月，同比上涨幅度为8.4%

。

福田区的租金水平上涨了8.6%至人民

币225.2元每平方米每月，同时南山

区的租金水平环比上涨5.6%至人民币

167.5元每平方米每月。第四季度罗湖

区的租金上升了1.5%到人民币180.8元

每平方米每月。

深圳市甲级写字楼散售价格在租金

上涨的带动下，在第四季度也实现

上涨，上升了1.3个百分点到人民币

49,952元每平方米，实现全年8.5%的

上涨。由于租金上涨速度快于售价上

涨速度，第四季度全市回报率环比上

升37个基点，至5.01%。第四季度深

圳全市一手写字楼成交面积为80,464

平方米，环比回升了4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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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展望
由于一手甲级写字楼可出售面
积有限，在租金稳步上涨的基
础上，2014年的写字楼价格仍
有上涨潜力。

 预计2014年有7栋甲级写字楼入伙，计新增供应面
积约63.8万平方米，全市甲级写字楼的存量将被推高
21.7%，其中可租赁面积约为37.8万平方米，自用面积
为19万平方米，可供散售的面积约为7万平方米。

 预计2014年总部大楼的建设将加速。由于更多的
企业将进入深圳前海，而前海地区在短期内难以满足
办公楼的租赁需求，预计2014年深圳中心区的写字楼
租金仍有可能继续上涨。未来写字楼新增供应虽大，
但其中可供散售的一手甲级写字楼仅7万平方米，预计
甲级写字楼散售价格仍有上涨潜力。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图 3
甲级写字楼售价指数，2001年第一季度—2013年第四季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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