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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2016下半年，西安市优质写字楼市场新增供应近36万平方米，总存量达到82.7万平方米。
吸纳情况较上半年明显好转，但受新入市项目集中入市影响，空置率显著上升。同期，租
金继续下行。

 2016年下半年，西安优质写字楼市
场新增供应35.9万平方米，全市优质写
字楼总存量推高至82.7万平方米，增长
近77%。

 在高新区良好吸纳带动下，全市净
吸纳量超过4.4万平方米。

 但受集中供应影响，全市空置率显
著上升至49.6%，较2016年上半年上升
29.1个百分点。

 受租赁压力影响，全市平均租金继
续下滑，同比下降3.1%，至人民币每平
方米每月100.94元。

 未来一年，预计市场将迎来迈科商
业中心、蓝海风中心等项目的入市，新
增供应将超过50万平方米。

“2016年下半年开始，西安市优质写
字楼市场开始进入集中供应期，租赁
市场竞争加剧，短期内空置率高企，
租金表现进入下行通道。激烈的市场
竞争给业主的运营能力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市场将进入优胜劣汰的调整
期。”  罗元均，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与顾问
咨询部

图片：迈科商业中心，高新区，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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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概况
根据西安市统计局数据，2016年前三季
度，西安GDP总量达到4166.68亿元，
同比增长8.1%，高于全国1.4个百分
点，高于全省0.8个百分点。产业结构
继续优化，其中第三产业比去年同期增
长8.6%，实现增加值2599.73亿元。此
外，全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0.54亿
元，同比增长1.1%，其中房地产开发投
资完成1425.83亿元，同比增长7.5%。

2016年下半年，西安优质写字楼市场迎
来中铁西安中心、赛高企业总部大厦等
5个项目入市，新增供应约35.9万平方
米，全市总存量达到82.7万平方米，较
半年前水平增长77%。在高新区良好吸
纳带动下，全市净吸纳量超过4.4万平
方米。但受新项目集中供应影响，全市
空置率显著上升至49.6%。

全市平均租金继续下滑，降至人民币每
平方米每月100.94元，同比下降3.1%
。其中，高新区下降幅度最大，同比下
降4.6%。

2016年下半年，西安优质写字楼租赁市
场最为活跃的企业仍为金融服务类、管
理／咨询／专业服务类企业，此外，零
售贸易类在新增租赁方面亦相对活跃。
退出企业中,制造类、建筑/房地产／工
程类企业占比较大。

市中心
2016年下半年，本区域无优质写字楼
项目入市。由于现有物业相对陈旧，且
面临交通拥堵等问题，在外围商务区的
竞争下，租户外溢现象延续。2016年下
半年，片区净吸纳量为负，空置率上升
0.5个百分点，上升至10.8%。租金下滑
至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142.5元，同比
下降3.4%。

未来，长安国际E座进行功能改造后，
即将入市，带来新增供应约5万平方
米。

高新区
2016年下半年，片区内迎来了中铁西安
中心、绿地中心A座两个超高层项目入
市，带领西安写字楼市场进入“摩天大
楼”时代。新增供应20万平方米，市场
存量推高至51万平方米。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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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西安优质写字楼历年供应情况，2004年-2016年

2016年下半年，受租金下调影响，吸纳
情况较上半年明显好转，净吸纳量超过
3万平方米，但受集中供应影响，区域
空置率显著抬升，空置率超过40%。在
激烈的市场竞争下，片区内老业主继续
调低租金，同比下降4.6%。

未来一年，片区内将迎来迈科商业中
心、永利国际金融中心等多个项目入
市，带来新增供应超过30万平方米，
预计片区内租金将继续下行，空置率
高企。

南二环与小寨
2016年下半年，片区内无新增供应。凭
借区位优势，空置率下降7个百分点，
下降至36.2%。租金微幅下降1.4%，至
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106元。

未来一年，片区内预计将迎来置地时代
MOMOPARK入市，带来新增供应3.4
万平方米。

城北板块
2016年下半年，片区内迎来西北国金
中心B座、赛高企业总部大厦2个项目入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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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西安优质写字楼各板块租金水平和空置率情况，2016下
半年



savills.com.cn/research  03  

2016年12月市场简报 | 西安写字楼

市，带来新增供应超过11万平方米，市
场存量抬高至13.8万平方米。受新项目
入市影响，片区空置率超过80%，租金
下滑至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86.67元。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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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西安优质写字楼租金和空置率变化情况，2014上半
年-2016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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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一年，片区内将迎来蓝海风中心入
市，新增供应5万平方米。受区域产业
发展后劲不足影响，预计片区内吸纳压
力较大。

曲江板块
片区内迎来大夏国际中心入市，带来新
增供应4.6万平方米，导致空置率上升
超过60%。租金下滑至人民币每平方米
每月87元。

未来一年，片区内无新增供应，将利于
片区空置率持续下降。

市场展望
2016年下半年起，西安写字楼市场迎来
集中供应周期，提升现有市场格局的同
时，带来激烈竞争。尤其是高新区二期
锦业路片区，成为最集中的供应区域，
亦是竞争最为激烈的区域。

供应的持续增大，引导市场走向“买方
市场”，预计业主将继续下调租金，或
提高优惠以吸引客户，同时，主动或被
动地转变运营方式，提供更好的服务，
以增强项目的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