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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也从04年5.8%上涨至10.2%

当高层写字楼占据上海写字楼存

。上海已拥有114家市级文化创

量的大多数时，近年来日益流入

意产业园区，覆盖面积约165万

上海的大量创意型公司正对适合

平方米，约8,200家企业和超过

他们的办公区域产生越来越多的

155,000的员工入驻其中，同时

需求。

吸引超过人民币1,000亿元的投
资。

市内的创意办公区域多为1960
年前建筑，从后现代感的改造仓

创意办公室种类

库到小型的环保写字楼，各赋特

这一相对新兴的市场可被分为两

色。对于从事创意产业的企业来

类：创意园区和公用设施

Creative park: Bridge 8

说，一个独具特色的办公场所无
创意园区-出于城市保护旧工

疑为其自身营造良好的形象和品



牌认知度。

业建筑的考虑，部分创意园区建
立在从前的工厂厂房或是仓库。

除去审美感的考虑，在创意园区

通常规模较小，吸引的多是室内

内设置办公场所还将带来高层写

设计或是工业、服装设计、广

字楼所没有的优势。尽管交通相

告、建筑、品牌营销、市场、游

对不便且便利设施较少，园区租

戏开发和新媒体等的中型公司。

金却大多低廉。同上海的优质写
公用设施-这类办公室通常包

字楼相比，创意园区目前的租金



要低40%，比浦西市区的项目更

括一个共用的工作环境及各自独

是少了近45%，而这些项目恰巧

立的工作区。虽然设施可能从表

与大多数的创意园区位于同一区

面上看与传统商务中心类似，其

域。

实并不只为一家企业所使用。共
用办公室的使用者往往是在家工

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在近年来蓬勃

作者、独立承包商以及出差频繁

发展。根据市政府数据显示，创

人士，工作相对独立性较强。同

意产业附加值从2004年的493

时 提供的服务还包 括双语接待，

亿元增长至2011年的1,923亿

传真及复印，全天 安保以及每日

元，占上海全市生产总值的比

清洁。

创意园区:智造局

区域分布
约莫20%以上的项目位于郊区，
市区内的高品质创意办公供应仍
占多数，尤其是在徐汇、长宁、
虹口和静安区。

典型租期和起租条件
鉴于物业往往较为陈旧，创意办
公室的租金和起租条件与高层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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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楼不同。其中主要区别在于，
由于公司注册问题的存在，这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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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 1

主要创意办公区域

公场所并不适合建立企业代表处。
最大可租面积在1,000平方米左
右，租期最少一年（常规租期多
为2到3年）。由于多数租用创意
办公室的是中小型企业，租期中
断，扩租或优先拒绝权会比较困
难。

展望
创意办公园区作为上海写字楼市
场的又一新兴发展的分支，供应
有限且需求强劲。而同时在中国
将国内企业认作新增长源的大背
景下，创意产业显然会继续得到

来源: 第一太平戴维斯中国区市场研究部

图1

创意办公区域分布，2012

长足发展，从而对此类办公区域
产生更多的需求。
由于创意园区通常建于改造项目
的特性，上海的未来供应将极为
有限。而目前的租金却又低于更
大体量的高层写字楼，可以预计
其未来的市场十分向好。

来源: 第一太平戴维斯中国区市场研究部

表1

创意办公区
写字楼

八号桥

智造局

八佰秀

861创意空间

尚街

地址

建国中路10号，卢湾区

蒙自路169号, 卢湾区

常德路800号 , 静安区

建宁路861号 , 静安区

嘉善路508号, 徐汇区

租金
(人民币每天)

6.5

6.5

7.0

6.0

6.0

管理费
(人民币每月)

21

15

15

18

18

距离地铁站路程

打浦桥站 –
5 分钟

马当路站 –
5 分钟

常德路站 –
1 分钟

昌平路站 – 10 分钟

嘉善路站 –
2 分钟

来源: 第一太平戴维斯中国区市场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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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
八号桥一期
随着创意企业涌入上海的热
潮，一些开发商纷纷开始启
动将历史性建筑改建成高端
商务区的项目。其中一个典
型便是8号桥一期。
8号 桥是一个由以前的上海汽
车制动器厂的老厂房所改造
而成的特色创意园区，汇聚
了与创意相关的各行各业，
包括建筑事务所S OM , A l so p

表2

八号桥一期
类型

创意园区

区域

建国中路10号，卢湾区

总GFA

10,000 sq m （写字楼)

楼层

6

楼面面积

TBC

得房率

75%

了充满创意的色彩。

客梯数

2

项目由时尚生活中心集团重

净层高

3.4 m

和David Chipperf i el d . 园
区以桥连接了每一栋楼，并
使用玻璃幕墙，为园区创造

新建设，目前园内已有7 0
家国内外创意企业和超过
10 ,000平方米以上的 办公面
积，除此之外还有咖啡店、
各国风格餐厅、美容沙龙、
艺廊和家居用品商店等配套
设施 。项目2009年投入运
营，位于前法租界的建国西
路和思南路路口。

地板

水泥砂浆

主力租户

SOM, Alsop,
David Chipperfield

租金报价

人民币每平方米每天6.5元

物业管理费

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21元

来源: 第一太平戴维斯中国区市场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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