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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上环写字楼

市场概述
供应有限及租金高企使租户被迫迁出中环，商圈扩散似乎已成主流趋势。
  AllianceBernstein及
Freshfields均已进驻港岛东中
心，这是首次有“魔术圈”律所迁
出中环。
  中环湾仔绕道及东区走廊连接
路建成后将显着改善来往港岛东等
地区的交通。
  由于今年并无大型银行的租约
到期，新供应的业主将竞逐中环的
中小型银行及基金管理公司。

黄竹坑因新港铁开通、具竞
争力的租金以及优质的写字楼而
继续吸引租户。
九龙东部分业主可能率先减
租，而其他业主可能选择等待，
直至黄竹坑的写字楼于下半年全
部租出。

“港岛租金仍有少量升幅，而
九龙的新 供应及总体疲弱的
需求使该区租金出现轻微下
跌。”Simon Smith, 第一太平戴维

斯研究 及顾问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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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评论

图1

法国巴黎银行于今年稍后时间亦
将迁至鲗鱼涌，使作为区内主要
供应来源的交易广场三期空出八
层楼面。那么中环是否陷入困境
呢？未必如此。交易广场二期中
Freshfields所空出的楼层将被
联交所接手，而国际金融中心一
期中AllianceBernstein空出
的地方将由一名中国内地租户承
租。法国巴黎银行将空出的写字
楼亦很可能被一间中国金融服务
公司租用。中环现时的空置率处
于1.5%的极低水平，而租金相对
市场中其他地区的溢价处于历史
性高位。由于今年并无大型银行
的租约到期，新供应的业主将追
逐区内中小型银行及基金管理公
司。内地企业需求持续，但由于
近期的资本管制，按金升至六至
九个月的租金可能成为问题。

甲级写字楼租金指数，按地区（2012年第一季
度–2016年第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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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初 出 现数宗大型搬迁交易，使租
赁市场今 年有一个活跃的开始，
令 人 惊 喜 ； AllianceBernstein
及 Freshfields均已进 驻 港 岛 东 中
心，这是首次有“魔术圈”律所
迁出中环。这些大胆的举动可谓
进一步印证了核心商圈吸引力已
不及以往，亦说明商圈扩散趋势
正在持续。中环湾仔绕道及东区
走廊连接路将于今年底或明年初
建成（可能会延迟），届时将令
来往港岛东等地区的交通得到显
着改善，为有意另觅地点的中环
租户提供更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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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甲级写字楼空置率，按地区（2012年第一季
度–2016年第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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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甲级写字楼租金增长，按地区（2016年第三季及2016年第四季、2016年全年）
2016年第三季 (%)

2016年第四季 (%)

2016年 (%)

中环

+2.6

+2.7

+12.1

湾仔/铜 锣 湾

+1.5

+1.5

+8.8

港岛东

+0.8

+0.5

+4.3

尖沙咀

-0.7

-0.3

+0.0

九龙东

-0.2

-1.2

-1.9

九龙西

+0.0

+0.0

-0.3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及顾问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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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主要租赁交易（2016年第四季）
租户

商厦

规模（平方英尺）

国际金融中心二期

15,800

太古广场三期

15,465

香叶道41号

11,700

华林证券控股

环球贸易广场

12,200

英之杰

宏利金融中心

30,700

建生广场

21,100

海航集团
雅居乐集团
HOK

务腾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及顾问咨询部

在其他“边缘”市场方面，黄竹
坑因新港铁开通、具竞争力的租
金以及优质的写字楼而继续吸引
租户。对高级管理层人员而言，
另一利好因素为黄竹坑离南区住
宅区的车程较短，甚至可以在午
餐时间去一趟浅水湾。

3 7 3 , 0 0 0 平 方 英呎 可 供 出 租 。 区
内仅有一个大型项目将于2018
年落成，即太古的黄竹道8-10
号 （ 3 8 2 , 5 0 0 平 方 英呎 ） 。 下 一
个将落成的项目为信和与帝国集
团共同开发的业勤街项目，将于
2020年落成。

区内现时新放租的写字楼包括
香叶道41号（325,000平方英
呎）、嘉尚汇（190,000平方
英呎 ） 及 南 湾 中 心 （ 1 4 8 , 0 0 0 平
方 英呎 ） 。 三 栋 写 字 楼 合 共 仍 有

租金高企以及较新面孔的业主使
租户转向其他地区，令九龙东现
时表现未如理想。区内今年及明
年的供应增加（合共160万平方
英呎 ） 预 计 将 为 租 金 带 来 额 外 压

力，该区现时平均净有效租金约
为 每 平 方 英呎 3 5 港 元 。
黄竹坑将提供较高性价比的选
择，写字楼楼面可望在六至九个
月内全部租出，而港岛东的优质
写字楼加上一线业主则提供另一
具吸引力的选择。无人能肯定九
龙东的业主在这些情况下将有何
反应，部分业主可能率先减租，
而另一部分业主可能选择等待，
直至黄竹坑的写字楼全部租出后
在第四季度开展推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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