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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创新升
级，打造全新增长
引擎
高煜辉 分析师 | 研究 | 广州
2017 年广州经济稳步增长，甲级写字楼与优质物流仓储
租赁市场需求旺盛，空置率下降，租金水平稳定增长，投
资市场活跃。展望 2018 年，在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的指引
下，广州经济将持续增长并加强区域内经济合作。未来虽
有新增供应进入市场，但预计甲级写字楼租金水平实现增
长，空置率稳定下降；优质物流仓储租金水平小幅上升，
空置率保持平稳。未来优质写字楼和工业项目的市场需求
仍然旺盛，投资市场将保持活跃。

合作，升级
2017 年广州市经济运行平稳，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加快转型升级。1-11 月，全市工业低速增长，企业提
升质量效益，利润率实现同比增长；工业投资与房地产开
发投资平稳增长，基础设施建设同比增长超过 15%；预计
2017 全年 GDP 将突破 2 万亿元（数据来源：广州市统计
局）。《财富》论坛的成功举办进一步彰显了广州作为国
家重要中心城市、国际商贸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的地位。
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带动了区域内基础设施建设，发达的
交通网络将使区域内城市连成一片。而城市竞相发挥自身
资金、技术和制造能力等优势，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促进区域内城市的合作，推动城市的经济增长和产业升
级。粤港澳大湾区将成为全球最具有经济活力的湾区之
一。
广东省政府印发的《广深科技创新走廊规划》为广州打造
科技产业创新中心迎来了新的机遇。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内
关键的经济引擎之一，广州将实现制造业升级，促进高端
制造业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预计产业创新不仅拉动广

州经济的增长，还将刺激对写字楼或工业等物业市场的租
赁与投资需求。

写字楼：灵活办公，创新有为
2017 年广州市前三季度 GDP 同比增长 7.3%，达到
15509 亿元，其中第三产业增加值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82.4%（数据来源：广州市统计局）。稳健的经济增长和
第三产业的扩张是 2017 年广州甲级写字楼需求旺盛的根
本原因，全年净吸纳量达 497,600 平方米。其中本年度租
赁客户行业类别与往年有明显差异，房地产行业的租赁表
现打破往年金融业与科技业两家独大的局面。
根据高力国际录得的市场交易信息，本年度房地产行业的
交易面积仅次于金融业，达到全市交易面积的 21%。房地
产行业活跃的租赁行为，源自各灵活办公空间品牌在广州
市场的持续扩张。灵活办公空间一方面满足市场对小面积
办公室的需求，另一方面迎合了年轻一代对办公环境的新
型要求。寰图，世联空间和蜜蜂科技等品牌扩张的首选均
为全市平均租金最高的珠江新城子市场。截至 2017 年
底，珠江新城作为广州核心 CBD 的平均租金为 183 元每
平方米每月，同比增长 6.1%。多个品牌选址珠江新城体
现了运营商对市场前景充满信心。预计 2018 年将有更多
外来品牌首次进入广州市场，本土品牌继续扩张，互相抢
夺市场份额，呈现遍地开花的局面。此外，各品牌的选址
策略将不局限于核心商业圈。以更低的价格租赁新兴商业
圈或边缘商业圈，从而为使用者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将
成为各灵活办公空间品牌打造差异化的选项之一。
以《广深科技创新走廊规划》为契机，广州、东莞和深圳
各创新区连接而成的经济带将进一步促进区域内交通网络
的建设，实现人才和技术的流通。作为该经济带中极为重
要的一个连接点，琶洲电商集聚区将成为广州写字楼市场
未来几年的焦点。未来将拥有腾讯、阿里巴巴和唯品会等
互网络巨头进驻的琶洲子市场在 2017 年开始逐渐升温。
截止 2017 年底，琶州子市场平均租金为 125 元每平方每
月，同比增长 8.6%为全市各子市场最高增幅。另外，
2017 年琶洲子市场的交易面积占全市交易面积的 19%，
为全市第二活跃的子市场。平均租金的增长和交易面积份
额的提升预示着市场看好琶洲子市场的前景。预计随着互
网络巨头总部办公楼的逐渐交付，必将吸引更多上下游或

科技类企业以及创新型人才进入琶洲，从而促进技术的交
流，提高合作的效率，带动广州创新产业的发展。

率下降至 7.1%，同比下降 0.6%，平均租金同比增长
3.8%，达到 32 元每平方米每月。

2018 年广州写字楼市场即将迎来 37.7 万平方米新增供
应，为现有存量的 7.3%。但伴随政府对创新产业的积极
引导以及灵活办公空间的扩张，预计全市空置率将稳定下
降，全年平均租金水平有望小幅增长。

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的推进加速了区域内交通网络的发展，
而广州物流仓库供不应求且价格攀升，大量对优质仓库的
需求被佛山、清远、东莞和惠州等周边供应更多，租金更
低的市场所吸纳。而未来两年广州市内 14.6 万平方米的
新增供应将有效缓解优质物流仓库供不应求的局面，预计
短期内平均租金水平会面临压力。但由于市内新增供应体
量有限，长期内广州市优质物流仓库平均租金水平呈增长
趋势。

图 1：广州甲级写字楼新增供应、净吸纳量及空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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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广州甲级写字楼租金水平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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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投资：限制与机遇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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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广州物业投资市场强势增长，主要参与者为机构
投资者与企业自用买家。根据房地产资本公司（Real
Capital Analytics）收录的数据，2017 年广州全市写字楼
与零售物业投资交易总额超过 20 亿美元，较 2016 年上
升 1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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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储：电商驱动，需求外溢
2017 年 1-11 月，伴随全球经济复苏，广州市进出口总值
亦实现较快增长，同比增长 16.9%；广州市港口货物吞吐
量也实现同比增长 8.8%（数据来源：广州市统计局）。
截至 2017 年底，广州港已经成为全球第七个集装箱吞吐
量突破 2000 万的成员。
2017 年 1-11 月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8.2%
（数据来源：广州市统计局）。贸易与电子商务的持续增
长，使广州市非保税优质仓库需求持续升温，全年净吸纳
量共计约 5.3 万平方米。
由于近年政府收缩一手仓储工业用地的开发，本年度广州
市非保税优质仓库新增供应仅 5 万平方米，整体市场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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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广州物流仓储租金与空置率

图 4： 2017 年广州物业投资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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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房地产资本公司（Real Capital Analytics）

2017 年广州零售物业投资交易总额达到 13 亿美元，较
2016 年增长 17.8 倍。爆发式增长归因于机构投资者对优
质地段购物商场青睐有加，年内分别达成荔湾区西城都
荟，海珠区乐峰广场和天河区太阳新天地 3 宗整售交易。
相较于写字楼物业，优质地段购物商城拥有更可观的投资
收益，预计机构投资者在 2018 年将对优质地段购物商场
的投资前景保持乐观态度。
另一方面，2017 年机构投资者和自用企业对写字楼物业
投资市场充满信心。2017 年广州写字楼物业投资市场交
易总额达到 6.7 亿美元，较 2016 年增长 1.1 倍。而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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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商圈可出售写字楼数量有限，机构投资者和自用企业
在各新兴商圈寻找机会。本年度达成的写字楼整栋和整层
交易共有 6 宗位于国际金融城，琶洲，番禺区以及花都区
等新兴商圈。而机构投资者和自用企业将继续在新兴商圈
寻找更多写字楼整售机会。

广州非保税优质仓储市场未来两年将有 14.6 万新增供应
推出市场，为现有存量的 12.9%。预计 2018 年上半年平
均租金水平面临压力，空置率上升。但新增供应将在下半
年被市场迅速吸纳，租金水平上升，空置率下降。预计至
2018 年底，平均租金将同比增长 3%。

与香港上海相比，以往华南商业物业市场主要参与者为本
地投资者和中小企业，缺少国际机构投资者的参与。 近
年来广州政府正积极引导商业用地往高自持比例，长期持
有和单一产权的方向发展，抑制了中小投资者的投资行
为，提升了大型机构投资者或自用企业对整栋写字楼的投
资热情。2017 年 3 月 30 日广州市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
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通知》明确商服类物业只能出售给公司
法人作为商业、办公使用。

预计广州仓储市场空置率将在 2018 年达到 12.0%的峰
值，并逐年稳定下降，于 2022 年降至 1.8%的低位。预计
全市平均租金于 2018 年同比增长 3%后，2019 年至
2022 年租金水平每年实现 5%的同比增长。

预计未来在粤港澳大湾区框架的引领下，区域内资金的流
动性提高，将有更多国内外机构投资者进入广州写字楼投
资市场，有效促进房地产信托基金行业的发展。此外，未
来随着政府逐步推进租售同权与鼓励发展长租公寓，有效
缓解住宅供需关系的同时，也为投资者带来了新的机遇。
广东省国土资源厅 7 月份发布的《关于完善工业用地供应
制度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指导意见（试行）》明确工
业用地全面实行弹性年期出让，新增工业用地出让原则上
不超过 20 年。该文件的发布旨在降低企业用地初始成
本，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由于一手工业用地开发难度高，
该文件间接拉升了二手工业用地的出售价格。
由于广州市仓储用地供应极为有限，2017 年广州市仅有
一宗仓储用地交易。平安不动产以人民币 8465 万元或折
合单价人民币 265 元每平方购入一块位于南沙区的仓储用
地。随着一手仓储用地的短缺和政府对旧仓库或物流园的
整理和搬迁，预计未来二手仓储用地交易市场活跃，从而
推高二手仓储用地的出售价格。

2018 年广州市场展望
广州甲级写字楼 2018 年新增供应约 37.7 万平方米，预计
2018 年，全市空置率将稳定下降。平均租金实现同比 5%
的增长。其中珠江新城即将拥有约 16.6 万平方米新增供
应，但该子市场已发展成熟，需求活跃，预计平均租金上
升 5%。天河北体育中心与越秀新增供应有限，预计平均
租金分别上涨 6%与 5%。约 18 万平方米新增供应即将进
入琶洲市场，而琶洲子市场的持续升温将助推平均租金上
升 8%。

图 5： 2018 年广州租赁市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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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高力国际

投资市场方面，预计 2018 年机构投资者将和自用企业将
在新兴商圈写字楼市场继续寻找投资机会，资本值将实现
同比 5%的增幅。
随着一手工业工地开发难度的增加和二手仓储用地价格的
攀升，预计 2018 年仓储物业交易市场活跃，资本值将同
比增长 20%。

图 6： 2018 年广州资本值展望
物业类型

资本值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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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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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高力国际

未来五年预计将有约 297 万平方米新增供应进入广州写字
楼市场，空置率在 2018 年稳定下降后将逐渐上升，于
2020 年达到 19.0%的峰值；随后稳步下降，于 2022 年降
至 13.0%。预计全市平均租金 2018 年同比上升 5%，
2019 至 2022 年将保持每年 2%的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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