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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子市场划分，浑南是沈阳市场中存量最高的子市场，总
存量约 45 万平方米 (480 万平方英尺)。沈阳经济技术开
发区及沈北分列第二与第三位，其存量分别约为 40 万平
方米 (430 万平方英尺) 及 32 万平方米 (340 万平方英尺)。

图 1. 沈阳优质物流物业市场子市场分布图

近来，数宗物流投资交易在沈阳——这座工业城市宣告成
交，这其中即包括一宗由高力国际产业及工业团队促成的
优质冷链仓库整售交易。众多开发商及机构投资者均积极
在该地寻找可交易的物流资产。另一方面，与华北其他城
市一样，沈阳物流市场在 2017 年底迎来了租户们热烈而
旺盛的租赁需求。受此影响，市场空置面积大幅减少。有
鉴于沈阳市场拥有众多优质项目与充足的未来供应，以及

沈北新区

电子商务与高端制造业的飞速增长，我们预期沈阳物流市
场将拥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并将成为国内外物流发展商及
租户的新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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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从地域面积或人口规模划分，位于辽宁省中部的沈阳
市均为东北地区最大的城市之一。不仅如此，沈阳亦是东
北区域的交通枢纽，其发达的高速公路系统及铁路网线保
证了沈阳与京津冀区域及东北其他城市的便捷联络。这些
因素无疑为这座城市物流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优势。
根据高力国际的调研，截至 2017 年底，沈阳市场总存量
约 179 万平方米 (1,930 万平方英尺)，仅次于天津及北京，
是华北地区第三大优质物流市场。国内外主要物流发展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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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市六座子市场内运营着数十座高标准物流物业。高力
国际中国区产业与工业团队发布的最新版中国物流仓储

租金地图显示，2017 年末，沈阳优质物流物业市场整体
空置率半年环比大幅下降 21 个百分点至 12%，同时净有
效租金上升至人民币 24 元 (3.7 美元) 每月每平方米。

数据来源：高力国际华北区研究部

图 2. 沈阳优质物流物业市场存量——按子市场划分
(2017 年下半年)
平方米

按照物业建筑面积划分，平安物流被认为是该市场规模第
二大的物流运营商。目前旗下运营着两座优质项目，约占
沈阳市场总存量的 12%。其余知名物流发展商，诸如中国
物流资产 (宇培) 以及中外运等也在沈阳运营着两座或超过
两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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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沈阳优质物流物业市场存量比例——按发展商
划分 (2017 年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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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区域中，浑南及空港经济区是最为热门的子市场。
发达的基础建设以及紧邻市区的优势使其成为具有城市配
送需求租户的理想选择。有鉴于此，这两个子市场中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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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仓储面积均为电子商务零售商及第三方物流供应商所租
赁。值得一提的是，京东旗下位于沈阳的首座自营仓库—
—亚洲一号也坐落于浑南区域。受其火爆程度影响，浑南
与空港经济区均几近满租。作为替代，距离市区相对较近
的沈北及与之相邻的辉山经济开发区子市场成为许多租户，
特别是有大面积租赁需求的租户的优先选项。国内电商巨
头京东即在该区域整租了数座仓储项目。

诸多开发商共同打造一个活跃的
物流市场
正如在中国其他主要物流市场一样，中国领先的物流发展
商——普洛斯是首家进入沈阳优质物流市场的专业高标准
物流开发商。时至今日，普洛斯仍然占据着沈阳市场最大
份额的优质仓储面积。据普洛斯，目前其在沈阳独立或联
合运营着建筑面积超过 70 万平方米 (753 万平方英尺) 的
八座物流项目，约占沈阳市场总份额的 39%。与北京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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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新兴内资物流发展商正积极扩张国内布局。
与此同时，沈阳则一直是其在东北区域的首选之地。光大
安石通过收购进入沈阳市场。2018 年早些时候，这家物
流市场的新兴参与者以资产包交易的方式从澳大利亚物流
发展商嘉民手中购入两座位于沈阳的优质物流项目。万纬
——作为中国规模最大也是发展最快的物流开发商之一，
也在沈阳运营着数座仓储物业。
除此之外，大型电商企业诸如京东、菜鸟、亚马逊及唯品
会等均视沈阳为其区域运营或配送中心。为满足线上销售
的迅猛增长，其中一些仓储租户也选择在大面积租赁当地
物流项目外自建仓库。

津市场相似，普洛斯不仅只在热门子市场运营项目，同时
亦在新兴区域拥有物业或在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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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沈阳优质物流物业市场存量比例——按发展商
类型划分 (2017 年下半年)

行业——高端制造业获得需求。这座城市继承自上世纪的
丰富工业资源已助力沈阳转型为高端制造业企业的聚集地。
在沈阳诸多制造业企业中，汽车行业对优质仓库的需求最
为庞大，其亦成为仅次于电子商务及第三方物流的当地第
三大物流面积需求来源。数家世界知名汽车制造商已在沈
阳设立整车生产线。在这些生产商中最为重要的无疑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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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汽车制造商宝马。据宝马官网，其位于沈阳的汽车工厂
年产量可达 45 万辆。宝马目前在沈阳运营数个项目，包
括两座整车生产工厂、一座发动机工厂、一座高压电池生
产中心以及一座研发中心。这些项目均位于铁西及大东区
境内。
此外，通用汽车及华晨汽车均在沈阳运营生产工厂。法国
汽车生产商雷诺则正在沈阳建设一条汽车生产线。这些企
业与诸多汽车配套产业，例如零部件类的海斯坦普及佛吉
亚与轮胎类的米其林和普利司通等共同为高端仓储面积带
来了强劲且稳定的需求。诸如普洛斯在 2016 年即为宝马交
付了一座定制项目——汽车零部件配送中心的一期部分。

数据来源：高力国际华北区产业及工业服务部

该部分包含 1.8 万平方米 (19.4 万平方英尺) 的优质仓储面
积。与此同时，1.6 万平方米 (17.2 万平方英尺) 的二期部
分正在建设中。来自汽车行业租户的高标准需求不仅促进
了沈阳物流市场项目规格的增强，也加速使更多知名物流
发展商进入沈阳。

据高力国际华北产业及工业服务团队的调研，2018 年上
半年沈阳物流市场将有总建筑面积合计约 17 万平方米
(180 万平方英尺)的三座优质物流项目完工入市，这其中
约 75%的面积已被预租。我们预计 2019 年至 2022 年间

活跃的投资市场

将另有 60 万平方米 (650 万平方英尺) 的新项目依次交付
使用。

受沈阳物流用地地价上涨及热门子市场土地供应有限的影

鉴于电子商务产业的稳定增长，高力国际预测自 2017 年
底以来强劲租赁需求的势头将在未来数季度内延续，同时
租金水平将进一步增长。特别地，我们建议拥有扩张需求
或大面积租赁需求的潜在租户考虑沈阳西部区域，即于洪
及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子市场内的项目。与其他子市场的
项目相比，该区域内部分项目的租金水平仍相对较低。同
时区域内可观的可租赁面积及充足的未来供应或将增加租
户与业主协商租金及其他优惠时的议价能力。

高端制造业产业激发对优质物流
面积的额外需求

响，除通过常规土地招拍挂获取土地储备的方式外，越来
越多的物流发展商正试图以股权或基金投资的方式觅得本
地优质仓储物业和/或土地。有鉴于此，过去数个季度沈
阳物流物业整售投资市场甚为活跃。
除了由高力国际工业团队促成的优质冷链仓库整售交易及
上述光大安石购自嘉民的资产包交易外，近期沈阳亦有其
他数宗令人瞩目的交易。例如，据 Real Capital Analytics
(RCA) 及北京建设 (控股) 有限公司公告，这家香港上市企
业在 2017 年通过以约人民币 1.5 亿元 (2,390 万美元) 购买
和超集团 80%股份的方式，收购了一座位于于洪子市场，
面积为 5 万平方米 (54 万平方英尺)的优质物流园——和超
物流园。普洛斯亦于 2018 年初完成对沈北子市场一座当
地优质物流园的收购。这宗交易填补了普洛斯在这座热门
子市场的空白。除此之外，万纬及易商红木等开国内外发
展商亦极为关注沈阳投资市场。

与电商及第三方物流为高端仓储项目的主要需求来源的北
京相比，除前两者外，作为传统工业城市的沈阳还从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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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正在逐渐提高一手土地市场中针对仓储用地的标准及
要求，包括规定拟建设项目的最低纳税额或要求租户在项
目所在行政区注册等。伴随着沈阳投资市场的逐渐升温以
及获取一手土地的难度日益增大，我们观测到越来越多对
沈阳物流市场未来发展保持乐观的物流发展商们正在寻找
可交易的当地项目。因此我们相信未来数季度内沈阳会有
更多物流物业的整售交易成交。高力国际建议物流发展商
们，特别是仍在区域内或全国范围内扩张的业主密切关注
沈阳当地有限的高标准物流项目。我们对于沈阳物流市场
的发展充满信心，并预测其将迅速成为物流发展商与租户
们的新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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