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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全市写字楼市场连续三年供不应求，空置率逐渐下滑，租金稳步上涨。

 第三季度，厦门甲级写字楼市场有
一处新增写字楼入市，即位于湖里区
的万科云玺，新增办公建筑面积6.06万
平方米。

  2017年前三季度，全市甲级写字楼
市场净吸纳量近15万平方米，同比下
滑51%。

  第三季度，全市甲级写字楼平均空
置率达到15.8%，环比下降1.3个百分
点，同比下滑4.6个百分点。

  第三季度，甲级写字楼平均租金环
比上涨3.6%，至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
93.8元，租金指数环比上涨2.9%，同比
小幅上涨0.7%。

  本季度，甲级写字楼平均售价约为
人民币每平方米23,808元，价格指数同
比上涨0.6%，环比下跌0.4%。

  预计第四季度将有两处甲级写字楼
入市，为市场新增15.6万平方米办公建
筑面积。

“2017年写字楼市场表现平淡，
今年将陆续有大量供应入市，市
场情况好转。”  
林木雄，第一太平戴维斯南区

图片：观音山商务营运中心，思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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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概述
2017年全市写字楼供应较2016年有所
下降，市场继续消化供应，空置率继
续下滑。2018年年初市场吸纳量有较
大程度增强，空置率下降明显。预计
2018年将有较多供应入市。

市场供求
2017年厦门市写字楼市场供应和吸纳
同比分别下滑61%和55%，供不应求的
现象延续，空置率继续下滑，市场存
量逐渐被吸收。岛内地区1吸纳量均有
不同程度下滑，而岛外区域吸纳量在
2017年增长了127%。2018年年初全
市吸纳量有极大增加，岛内依然是市
场吸纳的主要来源。

作为厦门写字楼发展的重点区域，思
明区存量占到全市的69%。经历2017
年一整年无新增供应后，思明区整体
空置率有较大程度下滑，并在2018年
第一季度达到13.1%，环比、同比分别
下降0.6和3.4个百分点。

湖里区为2017年甲级写字楼主要供应
区域，区内存量全年增长19%，空置
率也有相应提升。2018年第一季度，
湖里区空置率达到16.2%，同比上涨
4.3个百分点。湖里区写字楼市场发展
主要得益于自贸区及两岸金融中心片
区的建设，随着这两个片区发展的不
断推进，湖里区还将有新增写字楼供
应入市。

岛外写字楼市场自2017年第三季度起
未见新增供应，等待需求消化原有存
量。2017年岛外写字楼市场需求增长
明显，空置率也有较明显的下滑。一
季度岛外写字楼市场空置率达到
24.4%，同比下降18.8个百分点。市
场消化情况良好，今年将有新增供应
入市。

租金表现
2018年第一季度，全市甲级写字楼
租金环比上涨1.1%，至人民币每平
方米每月96.9元，同比上涨7.2%。各
区写字楼市场租金均出现不同程度的
1岛内地区：湖里、思明；岛外地区：海沧、集美、
同安、翔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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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吸纳量及空置率，2010
年-2018年第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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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第一季度-2018年第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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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思明区在过去一年没有新增供
应，市场消化情况良好，租金一路提
升至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109.2元，
同比上涨8.1%。除去新增项目影响，
湖里区租金总体呈上升趋势并在2018
年第一季度达到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
69.9元，同比上升2.4%。岛外市场需
求和吸纳的上升无疑是租金上涨的一
大动力，本季度岛外市场平均租金达
到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60.0元，同比
上升22.5%。

从各区域市场表现来看，两岸金融中
心和湖滨路片区是当前写字楼市场主
要分布区域，而两岸金融中心片区作
为新兴市场，存量占到全市的30%。
两岸金融中心片区为短期内重点发展
区域，未来将有更多写字楼项目交
付。湖滨路受到自贸区发展带动，存
量也有所提升，占到全市25%。

从空置情况来看，除湖滨路外，各子
市场均出现不同程度下滑。得益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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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甲级写字楼售价指数，2011年第一季度-2018年第一季度 

图 3

区域写字楼市场表现，2018年第一季度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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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美区杏林湾商务营运中心运营情况
好转，集美区空置情况有较大程度下
滑。

2018年第一季度，厦门全市甲级写
字楼平均售价约为人民币每平方米
24,177元，其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8%
，同比上涨0.2%。思明区甲级写字楼
售价为全市最高，约为人民币每平方
米28,929元；湖里区以人民币每平方
米20,375元的单价仅随其后。岛外甲
级写字楼平均售价低于岛内，约为人
民币每平方米15,150元。岛内市场需
求不断提升，吸纳增强，售价相应水
涨船高。而向外的区域由于海沧区空
置率高企，区内项目受影响下滑，影
响岛外整体市场均价。

全市写字楼平均收益率环比稳定在
4.31%。岛外甲级写字楼收益率为全市
最高，达到4.64%；其次是思明区，
收益率为4.54%；湖里市场收益率为
3.8%。岛外写字楼市场收益率普遍上
扬，由于项目数量较少，收益率存在
较大波动。

市场展望
2018年厦门甲级写字楼市场预计将有
六个新项目入市，为厦门写字楼市场
带来甲级写字楼面积101.3万平方米，
市场存量将被推高23%至479.6万平方
米。新增项目分布在全市各个区域，
以思明区为主。

鹭江道和湖滨路两个子市场发展相对
成熟，未来供应十分有限，需求或将
外溢到同是自贸区的海沧区和新兴市
场两岸金融中心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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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动态
自贸金融中心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位置 湖里区

开发商 象屿集团

办公建筑面积 84,700平方米

租售情况 只租不售

标准层层高 3.9米

租金报价 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84元

自贸金融中心为甲级海景写字楼，
规划有福建自贸区厦门片区行政管
理总部、金融服务中心等。将形成
以金融产业为主的产业集群，当前
已入驻金融龙头企业有中国邮政、
渣打银行、福信金控、象屿金控及
厦门金租等。整个项目共3栋写字
楼，A栋为小户型海景商务席位，B
栋为整层定制，C栋则多为企业总
部服务，目标引入龙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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