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
2016年英国房地产市场
关键主旋律

Savills World Research 
UK Commercial, Residential & Agricultural

savills.co.uk/research

跨领域
报告

回根溯源
步入2016年，投资者对各类物业创收潜力的关注将变得举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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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期间零售商将迎来火爆的
全渠道销售；现有品牌可能会在2016
年加速扩张，同时更多新品牌进驻英
国市场。此外，英国许多市镇的商铺
租金已显著下滑，给零售商创造了利
润空间，这意味着租金增长前景很可
能超出一些投资者的预期。

首都之外
     伦敦以外城镇及地区的整体走势
颇为积极。本地经济回暖、就业向英
国北部转移，再加上开发程度较低，
有望共同支撑租金在未来两三年内加
速上涨。就写字楼投资而言，有七个
主要城市的表现最为看好，因为那里
存在项目翻新及改造机会。就工业物
业投资而言，供应不足的英国中部地
区仍是最佳选择。各地市场千差万
别，而最佳投资地段往往拥有两大特
征：优质物业存量有限，劳动力根基
稳固且不断扩张。

商业物业投资者在挑选投资目标
时，无疑需要进行更加充分的论证。
对当地市场供需的深入洞察将成为投
资表现突出的关键。

尽管英国经济持续增长、贷款成本处
于历史地位，截至2015年10月末，英
国住宅价格平均年增幅仅为3.9%，年
交易量为120万套（仍显著低于2007
年以前的水平）。

正如我们在去年的预测，按揭贷
款审查似乎已成功帮助市场降温。贷
款额度的限制对首套房购买者或改善
购房者的经济实力提出更高要求。

伦敦

按区域而言，伦敦的住宅价格涨
幅依然领跑全国，不过伦敦正日益成
为富豪买家的专属市场，而这些买家
也不得不将物业搜索范围扩大到伦敦
以外地区。因此，伦敦房价增长的格
局有所变化，重心逐渐向一些房价偏
低的行政区倾斜。这些行政区在过去

投资者与短线投资者仍可找到机会，
尤其是在伦敦以外地区。许多物业领
域尚未出现资本价值的大幅调整，如
各物业板块的小型资产，以及所有零
售物业。

价值500-1,500万英镑的物业的平
均收益率在2000年及2007年基础上增
加了100至200个基点，我们认为这是
对市场心态的一种反映，即小型资产
风险偏高或收益偏低。机会型投资者
会收购若干小型资产，打包出售给投
资机构，因此预期小型物业的收益率
会在2016年有所收窄。该板块对于私
人投资者来说也是难逢良机。

零售“疗法”

   伦敦以外地区的零售物业或许是
本轮市场复苏期间收益率跌幅最小的
资产领域。平均收益率比2007年水平
高出将近200个基点。网络零售的兴
起无疑使零售物业市场出现了结构性
变化，但我们认为网售威胁之说言过
其实。

2016年呈现给商业物业投资者的行情
将与前两年大不相同，资本价值的强势
增长开始进入尾声。投资者将更多关注
租金增长与投资回报，以及包括翻新、
改造在内的资产增值策略。

我们预测英国商业物业投资的平
均收益率将在2016年下滑至个位数
（7.5%）。尽管如此，收益率依然处
于较高水平，仍可确保投资行情优于其
他若干资产类别。

因此，投资需求预计将延续旺盛势
头。英国商业物业市场总投资额或略低
于前两年的最高记录（600亿英镑），
但将远远高于长期平均水平。

收益是“王道”

       机构型投资者越来越关注商业房地
产的创收潜力，因此着眼于长远收益的
资产管理以及替代资产类别应该会在
2016年面临更多需求。然而，机会型

英国房地产市场之
2016年 

回根溯源
预期房地产投资基本面将在2016年变得举足轻重。各类资产的创收潜力以及通过资产管理释放

资产潜在价值的能力，其受关注程度将远远高于往年。

这不仅反映出英国房地产市场所处的周期阶段，也反映出利率上涨、住宅调控与税收政策的中期

前景，以及大宗农产品价格的后市走势。在商业与住宅物业市场，由于近期资本增值导致收益率

压缩，投资应该会向伦敦以外地区转移。

英国的“脱欧”公投可能是2016/2017年市场的最大变数，公投结果对商业、住宅、农业这三大

物业领域都会有潜在影响。2015年的市场留给我们这样的启示：公投前夕投资放缓与否，很可

能取决于投票者预期公投结果接近的程度，以及他们准确预测结果的能力。

商业物业

住宅物业



及经济增速。这表明伦敦郊区住宅市
场具备最强的上涨潜力，目前尚未进
入繁荣期。

私房租赁

按揭贷款审查与利率调整将影响
人们的购房能力。尽管政府出台一系
列政策支持住房建设与购买，预期私
有住房的租赁需求仍将继续增加。

近期的印花税改革以及对贷款买
房出租的投资者税收减免的限制，或
将束缚这批购房者增加所持资产的能
力，甚至会向私有住房的租金施加进
一步的上行压力。此外，这类投资者
的投资重心可能向收益更高的物业领
域转移，当然严重依赖福利补助的物
业除外。

行业问题

种种迹象表明，住宅建设领域
将继续受到政府支持，尽管在当前阶
段，首次购房者（Starter Homes）等
政策如何落实、是否能显著改善住房
供应等尚不明确。

10年中房价涨势较为平缓，因而可购
性更高。

伦敦顶级住宅市场受印花税改革
的冲击最为严重。英国的 2014年秋季
财政报告对印花税政策进行改革，进
一步增加了总价100万英镑以上住宅的
交易成本。而在印花税改革前房价已
经历大幅上涨，因此伦敦顶级住宅遭
遇价格与税收双重“饱和”，价格回
归正常上涨轨道将需更长时间。

贷款成本

相较于高端市场，主流住宅市场
的前景更加依赖于贷款成本的变化情
况。就当前市场行情判断，利率上调
还有待时日，因此短期内房价仍有上
涨空间，高端住宅价格上涨的涟漪效
应也更可能得到释放。另一方面，贷
款压力测试或可预防以宽松信贷为基
础的房市繁荣。

中期来看，利率上调或将削弱
住宅——尤其是伦敦市场住宅的可购
性，使得房价上涨取决于收入水平以

农业物业

同样地，住宅市场新政会对住房
协会产生何种影响也不得而知，其中
最重要的是公租房租金下调的提案。

预测农田未来销售价格绝非易事，尤
其是在2015年成交价格参差不齐的背
景下。

由于部分大宗商品价格回落至
2008/2010年水平，农业收入承压。
包括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美国
农业部（USDA）与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IMF）在内的重要全球预测机构纷
纷下调了对2020年大宗商品价格业已
相当保守的预测。能源与饲料成本降
低，可缓和农产品价格下滑的影响，
但英镑的强势表现又削弱了农产品的
出口竞争力。

债务压力或许会使待售农场增
加，但应该是小型农场居多。整体而
言，供应应该不会大幅增加，除非英
国退出欧盟会直接威胁农场补贴，或

收益回报矩阵：各物业领域投资收益与资本回报的关系图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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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中心区商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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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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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市场住宅投资组合

英国主流住宅

伦敦住宅投资组合
5年年化回报 收益率 资本增幅

伦敦中心区商铺 3.4% 4.1%

英国其他地区商铺 4.7% -0.3%

合租工业物业 5.2% 1.6%

伦敦中心区写字楼 3.9% 2.9%

英国其他地区写字楼 5.2% -0.7%

区域市场住宅投资组合 6.9% 3.2%

伦敦住宅投资组合 4.3% 2.9%

英国主流住宅 5.0% 3.2%

所有农田 1.4%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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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图表 1

商业物业租金年均增幅预测，2016-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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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图表 2

住宅市场预测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图表 3

农田价格预测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5年

英国住宅价格 5.0% 3.0% 3.0% 2.5% 2.5% 17.0%

伦敦中心区高端住宅价格 0.0% 2.0% 5.0% 6.5% 6.5% 21.5%

总成交套数（百万） 1.245 1.280 1.300 1.300 1.305

苏格兰 14.2%

英国西北部 13.7%

威尔士 14.8%

西米德兰兹郡 16.5%

英国西南部 19.9%

英国东北部 12.0%

约克郡与亨伯 14.2%

东米德兰兹郡 17.0%

英国东部 21.0%

伦敦 15.3%

英国东南部 21.6%

五年增长预测，至2020年末

者英国资本利得税的调整显著利空农
田交易市场。这两方面的潜在威胁仍
需密切关注，但目前尚无定论。英国
退出欧盟或许会给农场收入与土地价
值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但仍要看英
国政府如何支持农业，而目前这还是
未知数。

英格兰东部的耕地价格一直位居
全国之首。我们在2015年的研究发
现，该地区耕地价格呈现下行走势。
另一方面，价格较低的草地则继续上
涨，且有意扩张业务以分散成本的大
型畜牧及奶制品厂依然看好草地的投
资价值。这股需求将为草地价格带来
支撑。

需求本地化

     短期来看，农田需求本地化的程
度将有所加强，且相邻地区的需求水
平往往高低有别。效益最好的农场主
会继续在市场寻找合适的投资机会。
非农场主的需求以及乡村豪宅市场未
来五年的增长前景将继续为价格提供
支撑，尤其是含住宅与各类配套设施
的农场。然而，随着替代性资产行情
的改善，农场投资需求或有所降温。

预测调降

       鉴于近期的市场行情以及大宗商
品价格的中短期预期，进而考虑到农
场的盈利能力，我们下调了农田市场
的未来五年预测。预期价格的差异程
度会比过去五年高出许多。如果天时
地利人和兼备，价格仍可能达到超常
水平。但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大量
农田无法以预期价格出售，甚至未能
成交，详见图表3。我们预期这样的
市场行情将延续三四年时间，直到大
宗商品价格在全球经济增长的带动下
回暖。

然而，支撑英国农田价格上涨的
基本因素依然存在。供应处于历史地
位，农产品有限，土地用途以及投资
目的多样，都会为农田价格的上涨提
供长远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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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物业

■ 含住宅/配套的农场  

随着经济形势改善，这类物业或许会是不错
的投资机会，尤其是估值高于耕地的那部分
农场，加以合理装修可在后期实现增值。 

 

■ 乡村地产 

这类地产对于高净值人群来说依然颇具吸
引力，不仅可为财富保值，也是一种生活享
受。由于收益来源多样，因此受到大宗商品
价格波动的影响较弱。 

■ 商业农场 

这类资产的创收潜力无可比拟，再加上这类
资产税收少，适于进行转移财富；尤其是苏
格兰，与南部地区相比更具价格优势。

商业物业

■ 写字楼 

七大区域城市核心区的优质写字楼翻新项目
将会迎来出色表现，一如我们近年在伦敦市
场看到的行情。而在伦敦，位于新兴地段、
具有租金优势的“未来核心”项目颇具投资
吸引力。

■ 商铺 

西区核心区的商铺租金继续以平均每年6%
以上的速率上涨。就地段而言，最佳表现将
来自新兴的高端子市场而非传统的核心商业
街。伦敦以外地区的购物中心与零售仓储园
区中，最具投资潜力的当属那些能够主导消
费客流的项目。

■ 工业物业 

核心物流市场仍是不错的投资选择，前提是
能够找到土地。伦敦以及英国南部的合租工
业地产可算是工业物业领域的最佳投资机
会，因为当地的开发许可新规允许将工业物
业改造成住宅物业。

2016年英国房地产市场投资推荐

住宅物业

■ 伦敦热区 

虽然按揭贷款审查与利率上涨可能会使伦
敦整体住宅市场的价格上涨受限，但特定
区域（如伊灵、艾顿、格林威治）与行政
区（如刘易舍姆、沃尔瑟姆福里斯特）不
断吸引更多的富豪买家，因此房价强势上
涨也不无可能。

■ 魅力通勤镇 

通勤镇的住宅价格远低于伦敦，因此中期上
涨前景依然看好，尤其是在铁路交通的改善
已缩短通勤时间的情况下。

■ 区域城市的毕业生热区 

区域城市中心地段的优质二手房源深受毕
业生喜爱，或可实现比伦敦类似房源更高
的投资收益，因为前者的租金收益不依赖
于福利补贴。区域城市的就业市场不断改
善，应该可为当地租赁需求带来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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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实：2016年英国房地产领域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农业物业

部分大宗商品价格回落至2008/2010年
水平，使农场收入承压

 利率不断上涨，将进一步压缩 
高负债率物业的收益空间

英国从欧盟撤出的威胁依然 
需要密切关注

租金持稳或上涨的商业物业，其
收益率几乎不会受到利率上调的影响

贷款市场的激烈竞争或将增强 
开发融资的可利用性

积极的资产管理与选择性的开发 
将可帮助项目获得优异表现

利率不断上调，住宅的可购性
降低，价格上涨空间受限

按揭贷款审批收紧，降低房市泡沫产生
的风险，将需求导入私房出租领域

税收政策调整限制了买房出租投资者 
在低收益市场扩张的能力

商业物业

住宅物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