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avills.com.cn/research  01  

市场简报 
写字楼 2017年11月

Savills World Research 
Shenzhen

概述
第三季度，深圳甲级写字楼供应与吸纳量均达到历史高位，由于需求超过预期，因此全市
写字楼市场空置率保持平稳。

 2017年第三季度，深圳甲级写字楼
市场共计11个新增优质项目入市，其
中三个为自用项目，其他可租售项目分
别位于福田、罗湖和南山区。新增供应
达到59.7万平方米，全市总存量被推高
9%至709.6万平方米。

 三季度，全市甲级写字楼净吸纳量
约为50.05万平方米，环比激增287%，
同比亦大幅增长226%。

 受新增供应影响，本季度全市空置
率上升0.3个百分点至13.1%。

 三季度，甲级写字楼平均租金环
比上涨1.3%，至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
232.4元，同比上升0.3%。
 
 三季度，甲级写字楼平均售价环比
上涨1.2%，至人民币每平方米57,140
元，同比下跌0.5%。
 
 全市回报率环比上涨2个基点，至
4.66%。

  预计第四季度深圳甲级写字楼市场
将有六个新项目入市，位于福田、南
山和宝安区，新增供应共计约52.5万
平方米。

“宝安区租金涨幅最为明显，加之
毗邻前海地区的地理优势，宝安
区未来发展前景可期。”罗瑞，第一
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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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概述
2017年第三季度，深圳甲级写字楼
供应量创历史高位。共计11个项目
入市，新增供应体量达到59.7万平方
米，全市甲级写字楼总存量被推高9%
至709.6万平方米。新入市的写字楼供
应量占比全市存量约8.5%。

本季度的写字楼需求也达到创纪录水
平，全市写字楼吸纳量有明显增长，
环比与同比分别上涨287%和226%，
至50.05万平方米。供需量均位于历史
高位，从而使全市空置率仅微升0.3个
百分点，达到13.1%。

大量新增供应入市的同时，本季度全
市写字楼吸纳量有显著增长，环比、
同比分别上涨287%和226%，至50.05
万平方米的历史峰值。全市甲级写字
楼吸纳量的增长可以被看作是未来商
业活动的看涨指标，越来越多公司租
赁写字楼来满足一般商业需求的空
间。超过一半以上的吸纳量都位于
南山，显示了企业对新兴商务区的信
心。此外，深圳政府将继续为前海和
自贸区的发展提供支持。因此，虽然
写字楼供应量大幅上升，但甲级写字
楼的需求也依然强劲。

三季度，全市空置率上升0.3个百分点
至13.1%。随着更多新项目面世，空置
率或将持续上升。本季度全市甲级写
字楼租金环比上涨1.3%，至人民币每
平方米每月232.4元，同比上升1.3%。

福田区写字楼租金依然领跑全市，环
比上涨0.4%，平均租金达到人民币每
平方米每月269元，同比下跌0.4%。
宝安区甲级写字楼租金同比涨幅率居
全市首位，达到7%；南山区平均租金
达到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190.3元，环
比上涨3.1%，同比上涨1.8%。

福田区市场成熟，许多公司总部位于
此，所以需求旺盛，租金也为全市最
高。一些中小型企业会寻找毗邻前海
的宝安，因此市场潜力大，租金增长
率高。虽然本季度南山区租金环比涨
势强劲，但因预计未来将有更多写字
楼在南山完工，因此给区域写字楼租
金将带来更多的去化压力。

第三季度，深圳全市甲级写字楼平均
售价环比增长2.0%至每平方米人民币
57,140元，同比上涨0.6%。南山区作
为新兴市场，拥有多个优质新项目，
因此甲级写字楼平均售价（人民币每
平方米21,736元）仍然领跑全市，
成交总金额亦录得全市最高（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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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吸纳量和空置率，1999
年—2017年第三季度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图 2
甲级写字楼租金指数，2001年第一季度—2017年第
三季度

图 3
甲级写字楼价格指数，2001年第一季度—2017年第
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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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亿元）。本季度，宝安区甲级写
字楼平均售价明显上涨，环比与同比
涨幅分别为10.6%与11.6%，至人民币
每平方米54,500元。

本季度，全市写字楼租金回报率依旧
维持上季度的增长走势，环比上升2
个基点，至4.66%，但同比下降2个
基点。尽管全市回报率相对平稳，但
各商务区表现迥异：宝安区写字楼收
益率同比下跌0.48个百分点；而南山
区写字楼回报率同比上升0.27个百分
点。

市场展望
第四季度，深圳甲级写字楼市场预计
将有六个新项目入市，为市场新增
52.5万平方米供应，并将写字楼总存
量推升至760万平方米。这些新项目
位于福田、南山和宝安区。尽管当前
市场吸纳量创历史新高，但大量未来
供应或对入驻率和租金带来一定下行
压力。

前海将继续不断发展，并最终成为深
圳一全新写字楼商务区。未来大部分
的供应将位于南山，尤其是位于前海
和后海地区。宝安区甲级写字楼租金
较南山、罗湖和福田而言依然相对经
济。宝安较低的租金将继续吸引注重
成本控制的中小型企业，并保持同前
海地区的协同发展。宝安区写字楼具
有增值空间，因而或将迎来更多发展
契机，吸引更多投资。

项目动态
中国人寿大厦

项目名称 中国人寿大厦

区位 福田区

业主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交付日期 2017年第三季度

建筑面积 73,500平方米

楼层 35层

标准层面积 1,700平方米

层高 4.2米

平均租金报价 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260元

管理费 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31.5元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深圳中国人寿大厦由中国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建
设，项目地处深圳中心区南
区，位于福田中央商务区，
项目建筑面积约73,500万平
方米。其中可租赁写字楼
面积约34,000平方米，其余
面积为自用。标准层面积为
1,700平方米。平均租金报价
为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260
元，物业管理费为人民币每
平方米每月3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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