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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额 全年投资额应可与2017年持平

简报 
不同资产类别、不同市场间的优质资产

收益率差距不断收窄 2018年6月

第一太平戴维斯世界研究部 
欧洲投资市场

受暂时因素影响，经济增
速放缓

欧元区经济增长放缓，从2017年第
四季度的0.7%降至2018年第一季度
的0.4%。欧元表现强劲导致出口增
长趋缓，此外家庭支出减少（或与
恶劣天气有关），再加上罢工等临时
性事件的影响，均拖累经济增长。然
而，失业率不断下滑，目前在8.7%左
右，系2009年以来最低水平，将可支
撑欧盟经济维持稳定增长。2018年5
月，欧洲消费者信心指数上升0.4点达
到-0.1。

英国脱欧谈判仍在进行，屡屡登上新
闻头条，使经济前景面临一定的政治
风险。在脱欧条款进一步清晰化之
前，市场将难以准确预测商业以及房
地产界的反应。 

意大利面临政治僵局，国债收益率在5
月28日出现飙涨，使欧元面临贬值风
险。政局不稳或给欧洲金融市场带来
更多动荡。 

欧盟与美国之间摩擦升级。美国对进
口钢铁及铝制品加收进口关税，欧盟
可能会“以牙还牙”进行贸易反击。
此外，特朗普总统宣布推出伊朗核协
议，破坏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军备控
制协定，欧美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年初投资活动降温，未能
延续上一季度火爆气氛

2017年第四季度欧洲房地产投资额刷
新历史纪录，但2018年初气氛骤然冷

却。在第一季度，调查区域共计录得
商业房地产投资460亿欧元，较去年
同期减少8%，但仅比历史长期平均水
平低3%。回顾历年行情可见，第一季
度行情向来波动剧烈。

第一季度投资额环比缩水最严重的三
个国家依次为罗马尼亚（-81%）、捷
克共和国（-77%）、荷兰（-53%）。 
应该注意的是，捷克共和国与荷兰在
2017年的投资额均高于长期平均水
平，而2018年初投资额缩减，或因市
场进入调整期，亦可能是投资者中场
整顿以备后续投资。

同期亦有市场超常发挥，例如波兰、
比利时以及卢森堡，环比分别增长
329%、248%、144%。波兰在第一季
度达成一笔零售资产组合交易，价值
10亿欧元。比利时则因为有若干大宗
交易推延至第一季度完成。虽然交易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为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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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有所减少，但单笔规模较大，依
然保证可观成交额。

英国、德国、法国这三个核心市场的
投资总额减少，与欧洲整体水平走势
（-7%）一致。同时占欧洲投资总额
的比例继续维持63%的水平。英国的
交易规模与脱欧公投的水平相当，但
交易重心已从伦敦转移至区域市场。
法国与德国则由于缺乏价格“合适”
的资产，投资难以放量。

“尽管第一季度投资气氛趋
淡，预期全年成交额仍可达
到2017年2,420亿欧元的水
平。” 
Lydia Brissy，第一太平戴维斯欧洲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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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家来源及目的地市场分
类与往年大同小异

所有资产类别的投资额无一例外地缩
减，但写字楼的王牌地位固若磐石，
投资额占比高达42%。此外，境内与
跨境投资双双下降，但这不是某一特
定目标市场或某一国买家造成的。 

旧大陆市场的外来投资额无明显变
化，占所有跨境投资的比例略高于
30%。不同国家的投资者对于资产类
别以及目的地市场的偏好益发明显。

不同资产类别、不同市场
之间的收益率差距收窄

投资需求带动写字楼收益率继续压
缩，无论优质还是次级资产，无论
CBD还是非CBD市场。整体而言，
写字楼收益率已处于历史最低水
平。CBD优质写字楼收益率跌破4%
关口，同比下降22个基点至3.86%。
与2017年第一季度相比，多个市场下
跌50个基点甚至更多，包括法兰克福
（-70）、阿姆斯特丹（-60）、里斯
本（-50）、赫尔辛基（-50）、柏林
（-50）。另外本次调查的欧洲城市
中，CBD优质写字楼收益率维稳的城
市约占三分之一。 

由于CBD优质写字楼资产缺乏，投资
需求向CBD次级写字楼以及非CBD
优质写字楼转移。导致平均收益率
分别同比下降32个基点以及37个基
点。非CBD优质写字楼收益率平均为
4.91%，略低于CBD次级写字楼收益
率（4.93%）。非CBD优质写字楼租
金的上涨动力可见一斑。

优质零售仓库的收益率平均同比下跌
39个基点，为所有资产领域最大跌
幅。其中德国城市的收益率压缩最为
严重：斯图加特（-100个基点) 、柏
林、科隆、杜塞尔多夫、法兰克福和
慕尼黑（-90个基点) 。物流物业的投
资热情同样高涨，收益率平均同比下
降38个基点。优质资产收益率跌至历
史新低5.2%，此前五年平均收益率为
6.28%。

欧洲优质购物中心收益率整体维持平
稳走势，2018年第一季度约4.46%，
与去年同期的4.48%基本持平。最低
收益率出现在慕尼黑（3.5%）以及汉
堡（3.8%)。由此可见，购物中心、零
售仓库以及物流物业的收益率差距在
不断收窄。■

 买家来源 主要物业领域 主要目的地国家

 澳大利亚 写字楼 核心国家

 加拿大 写字楼、零售与物流 荷兰、德国、英国

 中国大陆 物流物业 德国、法国、荷兰

 香港 写字楼 英国

 韩国 写字楼 德国、法国、比利时

 拉丁美洲 写字楼 西班牙

 新加坡 物流（主要）、零售、酒店 荷兰、德国、英国

 南非 零售 中欧和东欧

 泰国 酒店 中欧和东欧、英国

 美国 各领域 欧洲各地

图表3

CBD优质写字楼收益率，2018年第一季
度 平均同比下降22个基点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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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

过去两年中国际资本在欧洲的具体去向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RCA

图表4

欧洲房地产投资分布，按国别
核心市场依然扮演重要角色，占比达64%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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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6

优质物业收益率
优质购物中心、零售仓库以及物流物业的收益率差距不断收窄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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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年初起步缓慢，欧洲市场及全球经济前景依
然积极。除融通性货币政策以外，劳动力市场不断改
善，且市场气氛积极，将共同支撑经济增长。但由于
外在因素影响，增速或不及去年。据经济研究公司
Focus Economics预测，2018年欧洲GDP年增长率
约为2.1%，未来四年年均增长率约为1.5%。这应能
继续为商业扩张提供有利的经济环境。

■ 但近期政治环境趋于黯淡。脱欧谈判仍在进行，
意大利政局僵持，欧盟与美国关系紧张，为未来经济
增长带来不确定性。

■ 优质房地产资产仍将是热门投资对象，因为收益
率相比长期利率仍有优势，且租金增长潜力可期。 
我们预期2018年商业房地产投资额可与去年持平。
投资者将越来越关注其他非主流资产，但写字楼的持
续吸引力毋容置疑。 

■ 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持续推进也将进一步刺
激物流物业投资需求。中国日益推进与欧洲国家（波
兰、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西班牙等）主要城
市的高铁设施服务建设，并大举投资比利时、荷兰、
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
拉脱维亚、立陶宛等国的集装箱码头。

■ 核心市场的优质写字楼收益率将维持稳定，而在
其他市场尤其是中欧、东欧及南欧，收益率将继续
下行。不同资产类别、不同市场之间的资产收益率
差距将继续收窄，但优质资产将依然是投资者的主
要目标。

展望

天清云淡，前景可期

图表5

非CBD优质写字楼收益率
外围市场租赁需求旺盛，投资收益率压缩37个基点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

2%

3%

4%

5%

6%

7%

8%

11 Q1 12 Q1 13 Q1 14 Q1 15 Q1 16 Q1 17 Q1 18 Q1

CBD优质写字楼收益率 CBD次级写字楼收益率

非CBD优质写字楼收益率

Savills plc
Savills is a leading global real estate service provider listed on the London Stock Exchange. The company established in 1855, has a rich heritage with unrivalled growth. It is a company 
that leads rather than follows, and now has over 600 offices and associates throughout the Americas, Europe, Asia Pacific,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This report is for general informative purposes only. It may not be published, reproduced or quoted in part or in whole, nor may it be used as a basis for any contract, prospectus, 
agreement or other document without prior consent. Whilst every effort has been made to ensure its accuracy, Savills accepts no liability whatsoever for any direct or consequential loss 
arising from its use. The content is strictly copyright and reproduction of the whole or part of it in any form is prohibited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Savills Research.

Please contact us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Lydia Brissy
European Research
+33 (0) 1 44 51 73 88
lbrissy@savills.com

Marcus Lemli
European Investment 
+49 69 273 000 11 
mlemli@savills.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