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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卓越前海时代一期，宝安区

概述
尽管宝安租金本季度有所上涨，但其临近前海的地理优势将继续为该地区写字楼市场带来
需求。
 2017年第二季度深圳有两处甲级写
字楼交付，分别位于福田区的皇庭中心
和宝安区的卓越前海时代一期，带来新
增供应22.1万平方米。
 第二季度全市甲级写字楼市场净
吸纳量约为12.9万平方米，环比上涨
125%。

 受本季度新增供应影响，第二季度
全市平均空置率环比上涨1.1个百分点
至12.8%。

 本季度甲级写字楼平均售价环比上
涨1.2%至每平方米人民币56,000元，同
比下跌0.6%。
 由于租金涨幅高于售价，第二季
度全市回报率环比上涨4个基点，至
4.65%。
 下个季度预计有8处优质办公物业
入市，新增市场供应65.4万平方米，全
市甲级写字楼存量也将推高10%至715
万平方米。

“强劲需求带动全市租金上扬。
然而，
下季度市场将迎来12处优
质供应，这将给甲级写字楼市
场带来租金和入住率的双重压
力。”罗瑞，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本季度全市甲级写字楼租金环比
上涨0.5%到每平方米每月人民币230.5
元，同比下降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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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三季度，预计有8处甲级写字
楼入市，新增供应65.3万平方米。新
增供应集中在中心三区（福田、罗湖
和南山），预计将给区域内的租金带
来一定的下行压力。
第二季度全市租金环比上涨0.5%，至
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230.5元，同比微
幅下调0.1%。
福田区是目前为止深圳最为成熟的商
务区，其办公租金领跑全市。本季
度，其市场租金录得同比下降0.7%至
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266.3元。另一传
统商务区，罗湖区则录得租金环比下
降0.3%至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208.1
元，但同比上升2.9%。新兴商务板块
宝安区租金环比同比齐涨，得益于临
近前海（南山区）的地理优势，其涨
幅率居全市首位，同比和环比分别达
3.3%与8.2%；
截止至2018年，南山板块将共计迎来
214万平方米新增优质供应，租金下
行压力已经在这个季度显现，并将在
短期内持续承压。另一方面，宝安区
写字楼市场将继续吸收高租金下南山/
前海市场份额的转移。从长期而言，
前海将发展成为深圳未来的中央商务
区，发挥其自贸区联动优势，有效地
将深圳（和广东其他城市）与世界相
连。
第二季度，深圳全市甲级写字楼平均
售价环比增长2.8%至每平方米人民币
56,000元，同比下跌0.6%；其中南
山商务板块发展速度最快，其成交单
价和总售价均居全市之首。罗湖区的
甲级写字楼售价同比增长率跌幅最为
明显，达4.8%，但市场复苏迅速，环
比增幅达5.8%至平均每平方米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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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级写字楼新增供应、净吸纳量以及空置率，1999
年—2017年第二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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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受大量新增供应写字楼的影响，
本季全市空置率上涨了1.1个百分点
至12.8%。本季度全市写字楼吸纳水
平有所提升，吸纳量达到12.9万平方
米，环比和同比分别上升125.4%和
1.5%。2017年上半年吸纳量近20万平
方米，深圳写字楼市场需求短期内仍
较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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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级写字楼租金指数，2001年第一季度—2017年第
二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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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季度深圳市有两处甲级写字楼入
市，为市场新增22万平方米的写字楼
建面，其中一处位于福田。尽管市场
再迎优质供应，本季度全市甲级写字
楼租金延续上季度上涨趋势，环比上
涨0.5%至每平方米每月人民币230.5
元，同比下降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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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级写字楼售价指数，2001年第一季度—2017年第
二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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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625元，是全市环比增幅最大的商
务区。其主要因素是由于本季度新竣
工的甲级写字楼拉高了罗湖区普遍陈
旧写字楼的平均售价。
本季度甲级写字楼回报率依旧维持上
季度的增长趋势，环比上涨4个基点，
至4.65%，同比下跌12个百分点。传
统商务区福田和罗湖区收益率下滑，
而南山和宝安区收益见涨。

市场展望

将近65.3万平方米的新增供应将在下
一个季度进入深圳的甲级写字楼市
场，全部位于中心三区，其中有59%
将集中在南山区，区域内写字楼存量
将被推高21%，届时将会对南山区甲
级写字楼市场租金带来下行压力，空
置率也将有所提升；福田区中心区也
有较大体量新项目入市，占全市的
36%。截至2017年，全市甲级写字楼
存量将被推高10%至715万平方米。

项目动态
皇庭中心
皇庭中心位于福田区，由深
圳市岗厦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皇庭中心

和深圳市皇庭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联合开发。该项
目于2017年5月入市，新增
166,150平方米面积。皇庭中
心只租不售，租金报价人民
币每平方米每月370元。办
公区域位于7-59层，标准层
面积为2,000平方米，物业管
理费为每平方米每月人民币
33元。

业主

深圳市皇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交付日期

2017年第二季度

建筑面积

166,150平方米

办公楼层

7-59层

标准层面积

租金表现持续优于售价，未来南山和
宝安甲级写字楼收益率有望进一步提
升。当前市场供应量超过吸纳量的现
象可能延续，空置率将继续提升。然
而中心区受土地资源限制，未来供应
有限，随着需求的不断提升，空置率
将重新回落。

2,000平方米

层高

4.3-4.5米

租金

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370元

管理费

每平方米每月人民币3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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