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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冲击过后，投资机遇涌现？

概述

英国基金启动资产出售计划，机会型投资者场内伺机观望。

■ 市场尚未感受到英国脱欧对经济

的冲击，且几乎没有相关数据出台。

然而，英国以及伦敦是否会维持脱欧

前的市场开放度，这类重要问题已引

发关注。

■ 投资者对英国脱欧的即时反应不

一。我们的国际客户中很多认为伦敦

目前适合买入（受价格回落预期抑或

汇率浮动利好推动），其他客户则日

趋谨慎，尤其是考虑到近期许多零售

物业基金遭到冻结的情况下。

■ 写字楼租赁市场对近期动态的回应

会更加缓慢，同时更为谨慎。预期在

这段不确定性时期内，租赁活动会有

所降温。其实此前我们一直预期吸纳

量将回归“正常”水平。相应地，空

置率可能出现上扬，但预期规划开发

项目亦呈减少之势，将可确保空置率

不会升至以往衰退期的高位水平。

“整体而言我们预期写字楼市场供
应面不会显著增加。开发商、投资
者及贷款方的避险情绪升级，因此 
2018年及以后的写字楼开发及翻新
项目完工面积将有所减少。” 
 
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脱欧
专题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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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欧对英国房地产市场各领域的影响

将主要取决于宏观经济背景，而宏观

经济又取决于英国消费者对脱欧的反

应以及未来两三年中脱欧事件的演变

情况。

在本文中，我们率先就脱欧对伦敦核

心区写字楼市场的潜在影响作了分

析。我们还会针对英国及欧洲市场的

其他资产类别陆续展开讨论，并在未

来数月中结合直观数据、场内消息以

及预测调整等信息，定期更新本系列

专题报告。

宏观经济背景
目前对英国及伦敦经济形势最为乐观

的假设：既然英国半数以上的人口支

持脱欧，那么与诸如全球金融危机这

样的“外围”冲击相比，脱离欧盟对

英国经济的冲击强度应该相对较弱。

最为消极的假设则是：在企业决策悬

而未决、消费者信心暴挫、贷款利率

上浮等多方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英国

经济将在2017年初出现短期衰退，

随后进入速率远低于预测的增长期。

我们没有考虑欧元区瓦解的可能性，

并非因为毫无可能，而是即便发生，

应该也已超出预测适用的合理时间跨

度。

我们的基本假设介于以上两者之间：

随着场内人士逐渐意识到不太可能

出现其他成员国离开欧盟的“连锁反

应”，金融市场将在2016年夏季恢复

平静。而在GDP仅占全球3.5%的英国

宣布脱欧后，一周内全球诸多市场暴

跌的局面倒是发人深思。

于是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市场逐渐认

可脱欧只是英国本地事件，而非区域

性更非国际性事件。

下一个问题是，英国完成脱欧谈判、

重新确立其在区域及全球市场的地位

需要多长时间。英国首相已经声明不

打算立即启动50号条款，因此基本可

理解为过渡期将会持续至2018年底。

不过我们预期到2017年底市场走势应

该会更趋明朗。

在这个过渡期内，英国本土及跨国企

业的投资力度无疑会有所减弱，长期

投资意愿低迷，部分领域（尤其是金

融业）将需启动应急计划。

主要欧洲国家的应对方式将对英国市

场前景产生重大影响。它们可能会对

英国“怀恨在心”。不过，英国将成

为欧盟最大出口国没有之一的事实，

应能降低报复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伦敦也将面临一些独有的挑战。虽然

近来诸多推测均围绕金融服务业，但

有技能及无技能劳动力的获得将如何

影响伦敦的竞争力，也成为疑问焦

点。另一方面，英镑贬值将会给旅游

业带来暂时性支撑，同时专业服务业

也会在脱欧谈判期间得到不断发展。

最后是我们关于英国脱欧以及伦敦市

场的核心问题，也是一个影响长远的

问题：不论于普通民众、企业还是投

资者而言，英国、伦敦给全世界的印

象一向是灵活变通、积极进取、民主

自由、热情好客，而脱离欧盟是否会

破坏这样的美好形象。

投资市场
投资者对脱欧结果做出了不同的第一

反应。一些已处于出价阶段的交易在

价格重新协商后成功完成，其他买家

甚至部分卖家则彻底退出交易。

规模较大的交易被推迟的可能性更

大，并且与伦敦西区相比，伦敦金融

城将会受到更多冲击。（说明：2016

年1-5月，伦敦金融城的投资成交额同

比减少17%，同期伦敦西区同比增加

10%）

一旦金融市场结束动荡、零售基金冻

结喧嚣落定，一旦英格兰银行货币政

策委员会（MPC）就未来数月英国基

准利率给出指导方针，投资者的疑惑

混乱也将开始消散。

对于计划在伦敦收购资产或从事开发

活动的投资者来说，其在伦敦的贷款

难度或成本可能出现增加。

伦敦投资者此前已经开始转变策略，

从资本升值驱动转向收益驱动。我们

预期这股趋势将愈演愈烈。

2015年末我们做出了未来五年（2016-

2020）预测，认为伦敦写字楼投资额

将跟随投资回报的下滑而呈现缩减之

势。公投结果则会增加上述预测实现

的概率，2016、2017年伦敦核心区的

写字楼投资额无疑会低于原先预期。

我们预期2016年全年伦敦核心区写字

楼投资额约介于100亿至120亿英镑

之间（2015年约为180亿英镑）。然

而，下跌幅度仍小于全球金融危机时

期，表明本阶段租赁行情更为坚挺。

2017年的投资市场走势将取决于价格

的调整情况。按理说，伦敦核心及二

级资产的收益率会面临上行压力，但

具体上升空间主要取决于看空抛售的

规模，以及关注抛售的机会型投资者

的数量。目前很难判断看空抛售情绪

从何而来。部分投资者也会从汇率的

浮动中发现机会，无需等到市场价位

整体下调时再考虑机会型投资。

我们在公投前的讨论表明，有大量来

自美国、中东以及亚太地区的机会型

资本有意进入伦敦。这些投资者均表

示，如果伦敦写字楼收益率增加50个

基点，会对他们有吸引力。而且众所

周知，以伦敦为重心的主要房地产投

资信托一直在等待价格回落，以趁机

补充资产库存。

我们认为非基金投资者不会急于抛售

资产，主要原因在于自全球金融危机

以来，伦敦市场的负债水平一直非常

低。但我们认为，或许会有一些厌恶

风险的非本土投资者迫于国内市场的

压力而出售在伦敦持有的资产。

零售基金（占英国市场的比例为5%至

10%）的赎回早在公投前夕即已呈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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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之势，更在公投结果出炉的几周内

有所加强，因而出现基金冻结以停止

后续赎回的局面。

我们完全理解一些基金管理机构近日

采取的防御措施，是在动荡的市场形

势下保护当前股东的谨慎之举。然

而，这些基金终将出售资产，包括伦

敦核心区的资产。这对于伺机低价收

购英国资产的机会型投资者来说，无

疑是“采购”第一站。

写字楼租赁市场
我们在2015年末对伦敦租赁市场做了

相对保守的基本预测，因此在本月后

续报告中，我们不会对此前预测做出

大幅调整。

我们预测伦敦写字楼租赁活动放缓，

吸纳量将从2014/2015年的高位回落

至更为正常的水平。例如，2014年伦

敦金融城的写字楼吸纳量超过800多万

平方英尺，到2017年将降至600万平

方英尺，随后几年则会在租约状态变

更（租约到期、中止、续租等）的作

用下迎来反弹。

这意味着，我们在2015年末所作的租

金增长预测也较为平缓：2016至2020

年间的年均增速预期放慢至2.5%。

租赁市场在2016年5月确实呈现放缓

迹象，我们预期随着前期进行中的租

赁交易完成，下半年租赁活动将持续

降温。

预计2017年伦敦核心区市场的写字楼

吸纳量将低于预期。

此外，会有更多企业租户希望短期续

租，以便在英国脱欧后的市场环境下

衡量自身需求。

我们预期吸纳量的削减不会出现在所

有物业领域：

■ 银行业：无论短期还是长期，银

行业受到的冲击都最为显著。脱欧前

即已面临“围栏策略”等挑战，如今

又出现进入欧盟单一市场的“护照权

利”问题。然而需要注意的是， 2010

年至今，银行业仅占伦敦核心区写字

楼吸纳量的5.5%。

已有业内人士发问，欧盟或在2018

年引入欧盟金融工具市场法规二

（MiFID2），这是否意味着如果银行

在欧期间能够满足协议标准，将自动

享有从伦敦进入欧盟单一市场的权利

（因为MiFID2适用于二十国集团国

家，而不仅仅是欧盟）？我们的律师

认为，MiFID2将适用于G20成员国的

所有金融服务机构，而不仅仅是零售

银行。因此，如果该法规启动，大部

分经纪、交易以及商业物业贷款机构

将可以留在伦敦，并继续享有欧盟及

其他G20成员国的准入权。

■ 保险与金融服务业：保险与再保险

市场受到的冲击有限。对冲基金及同

类公司普遍支持英国脱离欧盟，因为

这将减少法律限制，尤其是另类投资

基金经理指令（AIFMD）的监管。

■ 专业服务业：律师及会计师事务所

的业务可能会有所增加，因此租赁活

动应该能够保持平稳甚至扩张。

■ 通信、媒体与技术业：租赁成交

量已经有所下滑，将在此基础上维持

平稳。相比之下，该领域更可能受到

与脱欧无关的全球性问题的影响。例

如，调频技术领域可能会受到英国人

才外流以及未来资金来源问题的冲

击。

■ 商务与消费者服务业：受英国经济

展望影响，租赁水平将低于预期。

在2016-2018过渡期之后，我们认为英

国脱欧的实际影响将体现为吸纳量比

历史长期正常水平低5%左右。其中在

以银行业为主导的市场，吸纳量缩水

情况要严重得多。

除吸纳量减少以外，现有租户也会将

承租面积少量转租，并且同样以银行

租户为主。整体而言，我们预期写字

楼市场空置率不会显著增加，因为随

着开发商、投资者及贷款方的避险情

绪升级，2018年及以后的写字楼开发

及翻新项目完工面积将有所减少。 更多内容： 

我们将发布脱
欧专题系列报
告，从多领
域、多角度讨
论脱欧的市场
影响，详情请
见第一太平戴
维斯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