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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第二季度，天津中心城区甲级写字楼租赁市场无新项目入市，适度的吸纳量使得空置率
持续下降，租金小幅回落。

 第二季度，天津甲级写字楼租赁
市场无新增项目入市。

 天津中心城区甲级写字楼市场的
租赁需求主要以吸收现有存量为主，
第二季度净吸纳量为5,112平方米。

 本季度，天津中心城区甲级写字
楼租赁市场的整体空置率为17%，较
上季度环比下降1.0个百分点。

 本季度，天津中心城区甲级写字
楼租赁市场的平均成交租金较上季度
环比下降0.7%，至人民币每平方米每
月138.8元。

 预计2014年下半年将有八个高品
质新项目具备入市条件，年度新增供
应量或将达到582,000平方米。

“未来多个高品质项目的相继入
市将加剧市场竞争，对市场整
体入住率产生下行压力，租金
上涨亦受到抑制。”王浩，第一太
平戴维斯，项目及开发顾问部

图片：天津海河沿线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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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简述
第二季度，天津中心城区甲级写字楼

市场无新增供应入市，市场总存量依

旧保持在517,000平方米。本季度市场

需求主要以吸收现有存量为主，需求

较为稳定，第二季度净吸纳量为5,112

平方米，其中金融、贸易、地产类的

内资企业表现最为活跃，租赁需求主

要表现为扩租或迁址至更高品质的写

字楼项目。

无新增供应入市加上温和的市场需

求，使得本季度天津甲级写字楼租赁

市场的空置率环比下降1个百分点至

17%。其中，南京路区域的空置率基

本与上季度持平为2.6%。位于小白

楼区域的一个项目出现多层退租的情

况，使得区域空置率环比上升3.7个百

分点至11.6%。友谊路区域的空置率

环比下降了1.1个百分点至11.7%。此

外，海河沿线区域本季度成交较为活

跃，空置率环比下降了5.4个百分点至

32.9%。

租金
本季度，天津中心城区甲级写字楼租

赁市场的平均成交租金较上季度环比

下降0.7%，至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

138.8元。

凭借区域内发达的路网交通以及成熟

的商业氛围，南京路区域甲级写字楼

的租金成交均价仍处于全市的最高水

平，为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162.2元。

小白楼区域甲级写字楼的平均成交租

金价格与上季度持平为人民币每平方

米每月127.1元；与此同时，海河沿线

区域的租金环比下降1.7%至人民币每

平方米每月138.9元，友谊路区域平均

成交租金价格环比下降了0.7%至人民

币每平方米每月134.8元。

销售市场
第二季度，从天津中心城区甲级写字

楼成交的数据统计来看，目前整体市

场销售较一季度平稳上升，市场成交

主要以企业自用需求为主。虽然本季

度未出现办公物业的大宗成交，但很

多资金充足的内资企业仍选择通过购

买自用办公物业来抵御未来租金上涨

同时达到资产保值升值的目的，该类

物业未来发展前景仍然看好。

市场展望
从目前的市场情况来看，多个具备入

市条件的高品质项目将继续推迟入

市。预计2014年下半年将有八个高品

质新项目具备入市条件，年度新增供

应量或将达到582,000平方米。

未来多个高品质项目的相继入市将加

剧市场竞争，对市场整体入住率产生

下行压力，租金上涨亦受到抑制。

此外，越来越多的开发商将选择整

售或散售写字楼的方式来应对项目

的大量集中供应，同时缓解现金流压

力。

图2
甲级写字楼租金指数，2007年第四季度-2014
年第二季度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项目及开发顾问部

图1
整体市场供给量、吸纳量及空置率，2000
年-2014年第二季度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项目及开发顾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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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4年第二季度甲级写字楼租赁成交案例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项目及开发顾问部

成交客户 项目 地点 成交面积
（平方米）

瀚亚资本集团 天津环球金融中心 海河区域 3000

泰康人寿 天津环球金融中心 海河区域 2000

垚福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泰达大厦 小白楼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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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主要在售项目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项目及开发顾问部

项目 区域 写字楼总面积
（平方米）

写字楼出售面积
（平方米）

报价
（人民币/平方米）

一手项目

1 金谷大厦 海河 54,500 54,500 35,000

2 富力中心 河西 70,000 70,000 24,000

3 大都会天汇广场 和平 61,762 61,762 25,000

4 环球金融中心 海河 205,000 14,027 32,000

5 金融街（南开）中心 南开 154,278 154,278 22,000

6 宝利国际广场 南开 35,000 35,000 20,000

7 海河华鼎 海河 18,000 18,000 19,300

二手项目

8 环球置地广场 南开 48,000 48,000 21,500

9 君隆广场 和平 42,000 42,000 22,500

10 赛顿中心 和平 35,690 35,690 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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