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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充满新机遇

写字楼租赁: 尽管大量新增供应，但
需求旺盛

耿毓坤 副经理 | 研究 | 深圳

2017 年第四季度，关内共计约 39 万平方米面积五个甲级
写字楼项目延迟交付。即便如此，深圳市 2017 年依然录
有自 2004 年最大量的新增供应，共计 104 万平方米。令
人惊喜的是，市场同时也显示出了惊人的吸纳能力。至
2017 年年末，全市平均空置率同比下降 3.4 个百分点至
13.5%，净吸纳量超过一百万平方米，是过去十余年来深
圳市平均净吸纳量的三倍有余。

2017 年深圳的经济增速领先全国，在房地产市场中，我
们欣喜地看到写字楼租赁市场表现强劲，投资市场也日渐
活跃。展望 2018, 我们相信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框架和背景
下，深圳的经济讲持续迅猛增长。尽管近期未来会有持续
大量写字楼新增供应入市，我们依然对写字楼市场的租金
增长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工业地产方面，在城市更新的
主旋律下，许多业主和物业会为了适应市场需求，转化至
更加精细化和定制化的发展路线。而投资市场中，我们或
将看到更多的资本流入，投资者也或在住宅和写字楼市场
中看到更多整售的投资交易的机会。

2017 年深圳经济增长全国领先
2017 年深圳在多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作为国家创新
城市，深圳通过城市更新，逐步实现了产业升级，转向精
细化和高附加值的产业模式。截至 2017 年第三季度，深
圳以 8.8% 的 GDP 同比增长率，在国内所有重要城市中
排名第二，并远远超过其他一线城市，在经济体量上也即
将赶超广州。深圳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3%，同时这
个城市显示出了卓越的吸金能力：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至
3502 亿人民币（538 亿美元），同比增长 31.1%，高于
全国平均增长率 23.6%。同期全市基础建设吸收资本量
755 亿人民币（116 亿美元），同比增长 39.5%。工业投
资较去年同期实现了 55.8%的增长率，增至 596 亿人民币
（92 亿美元），其中一半投资用于工业技术改革和创
新。1
第三产业也显示出长足健康的发展。支柱产业已成为利润
额的主要增长引擎。截至 2017 年 11 月底，物流仓储运
输，信息技术，以及专业服务已分别创造营收额 1472.5
亿人民币（226 亿美元），2148 亿人民币（330 亿美
元），以及 937 亿人民币（144 亿美元），各自分别实现
同比增长 19.0%， 26.8%，和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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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7 年年底，深圳市写字楼市场的平均租金为
230.7 人民币每月每平方米，同比增长 9.6%。在各个子
市场中，罗湖区年内平均租金同比上浮 8.0%至 218 人民
币每月每平方米；福田较去年有着显著的上浮，同比攀升
13.7%至 268 人民币每月每平方米；南山区的甲级写字楼
的平均租金同比增长 3.0%，至 175 人民币每月每平方
米，前海片区则因部分项目入市一年去化率不理想而出现
租金大幅调整的情况。至 2017 年年底，前海平均租金为
150 元每月每平方米，同比下滑 11.9%。
租户市场中，以科技和金融为深圳市甲级写字楼租户的主
导产业的局面自 2017 年下半年开始被打破。我们发现租
赁市场已日益变得更加活跃与多元化。愈发多的本土的，
以及国际知名的来自房地产、专业服务、先进制造、零
售、以及教育行业的租户因新设立办公室或业务扩张而对
办公空间产生需求。

工业地产: 城市更新背景下的产业升
级
粤港澳大湾区的资源整合与共享使得深圳有了进行产业升
级，转向以高附加值为主的产业模式的机会；东莞和惠州
则可以承接外界需求，尤其是深圳因自身缺乏土地供应而
难以规模化增长的物流需求，从而形成了物流意义上的
“大深圳”概念。因而，受益于其充裕的空间，大量即将
入市的新增供应，以及相对低廉的租金价格，东莞正日益
成为一个充满机会的物流目的地。

深圳市内，我们见证物流园在 2017 年年内租金同比上浮
3%至 44.9 元每月每平方米。17 年年底一个新的物流项目
入市，带来了 165, 000 平方米的新增供应，并拉动空置
率从 6.7%上浮至 10.2%。
工业地产的机会则离不开深圳的城市更新。产业升级催生
了许多来自如大数据、先进制造、智能穿备等行业的对定
制化和智能化的工业空间的需求。租户的行业和需求的改
变也促使业主通过同经验丰富的开发商和运营商合作而升
级换代其物业状态，以进一步提升土地使用率，吸引更多
的租户。而一些位于核心区域的产业或由机会将物业改造
成以办公为主的研发基地。

投资市场: 受住宅市场启发，交易表
现活跃
2017 年上半年，深圳的投资者大多持观望态度，因顾忌
于频繁的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而少有行
动。然而，自 19 大召开并鼓励长租公寓和租售同权的发
展后，市场气氛开始明朗，新的机遇开始浮现。明确的政
策走向刺激鼓舞了投资者的信心。

2018 年深圳主要房地产市场预测
根据伦敦经济研究院的报告3，深圳的 GDP 将持续稳步健
康的增长。至 2035 年，深圳 GDP 总量的规模预计将达
到全球第十一位，超过旧金山、华盛顿和波士顿等国际性
都市。作为国家创新城市，深圳将进一步深化产业改革升
级，鼓励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促进城市形成健康丰富的
产业链。因而，我们预计 2018 年租赁市场中，多元化的
产业也会使得租户市场更加活跃与多元化。
更多的投资资本，无论是从个人还是机构，也将于 2018
进入深圳。在十九大精神的指导下，我们在新的一年可以
期待前海的进一步发展，粤港澳大湾区资源的进一步整
合，以及持续注入新新的资本和活力的长租市场.城市更
新依然会是深圳市的城市主旋律，而各区政府寻求机会进
一步深化产业升级的改革。

一线城市 2018 年 GDP 增速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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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 2017 年年尾，深圳对小型商业公寓（大部分为 3060 平方米) 的投资，包括核心区域和新兴区域，表现活
跃。该表现一方面受政府宏观政策的影响，另一方面则受
到外来人才改善型居住需求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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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豪宅的开发和投资有日渐向上之势。根据一份最近的胡
润报告2，广东省为全国范围内高净值人群占比最高的省
份。而深圳作为其经济增长引擎，豪宅在此仍然有着长足
的增长空间以满足高净值人群的改善型需求。

深圳

广州

上海

北京

图表来源： 高力国际

2017 年大宗交易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成交价 (亿人民币)

峰荟时代科技广场

综合体

9.85

招商中环

写字楼

11.22

中粮天悦壹号

住宅

9.9

华侨城东方花园

别墅

5.4

红山 6979

商业公寓

25 (预估)

康佳总部厂区更新项
目

地块

69.8

粤港澳大湾区
自前海蛇口自贸区建立后，粤港澳大湾区的进一步资源整
合促进该片区成为国际平台上的新经济体，并成为国际经
济的重要参与者。粤港澳大湾区多元化中心的内质使得香
港、深圳、广州和澳门各自作为关键的经济增长引擎，既
各自发展，也彼此互补，从而使得该区域实现经济增长最
优化和最大化。
我们预期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增长将比肩世界其他几个湾
区,如东京湾和旧金山湾区。而随着大湾区的发展，蓬勃

数据来源：高力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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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私营经济将促生大量个人财富。相应的，新的房地
产投资机会和需求也会扩散至各个房地产物业市场。

2035 年国际城市 GDP 排名
城市/城市群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纽约大都会区 （美国）
东京 （日本）
伦敦 （英国）
洛杉矶大都会区（美国）
上海（中国）
北京（中国）
巴黎（法国）
广州（中国）
芝加哥大都会区（美国）
天津（中国）
深圳（中国）
达拉斯大都会区（美国）
重庆（中国）
旧金山（美国）
华盛顿大都会区（美国）
休斯顿大都会区（美国）
大阪-京都都会区（日本）
苏州（中国）
费城大都会区（美国）
波士顿（美国）

自2016年来的排
名变化
0
0
1
-1
5
9
-2
14
-3
17
14
-4
17
-2
-6
-5
-10
15
-6
-6

图表来源: 牛津经济研究院

对深圳而言，大湾区为其提供了额一个参与到国际竞争，
同如旧金山、新加坡和法兰克福等国际性城市比肩竞争的
黄金机会，受其强劲的经济增长喝亚洲创新中心的地位所
吸引，更多来自大陆其他城市和香港的资本将流入深圳。

写字楼租赁市场
2018 年将继续有大量新增供应入市，共计超过一百万平
方米。然而新增供应的重心将逐渐从福田转向南山。从长
远来看，我们预计城市更新会为罗湖带来相当体量的办公
空间供应。空置率的表现会因区而异。罗湖因未来三年计
划内未有新增供应，故空置率应稳定低位，少有波动。福
田新增供应高峰已过，外加市场对福田中心商务区的需求
坚挺，我们预计福田的空置率会从 2017 年的 13.7%降至
9.2%。 南山， 2018 年预计有约 80 万平方米的新增供
应。我们预期其空置率短期内或有上浮，达到 16%。前海
在 2018 年预计将迎来 8 个新项目，共计 36 万平方米可
租赁面积。2017 年末，前海片区的空置率高达 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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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新增供应的入市或进一步拉动空置率的提高。这种状况
会在该区基础建设更加完善后而有所改变。
总体而言，我们预测深圳市的甲级写字楼市场的平均租金
会在 2018 年稳中有升，同比 2017 年或有约 3%的增幅。
短期内，罗湖区因区内缺少新增供应，其租金应维持相对
稳定。福田.2017 年内吸纳量惊人，在 2018 年或见证其
平均租金 2% ~3%的上浮。因为大量新增供应的入市和楼
与品质的整体提升，南山（除去前海片区），因为其新增
供应的楼宇品质普遍高于该区现有楼宇，外加受强劲市场
需求的支撑，我们预计其或在 2018 年年内实现 6%的租
金增长率。前海片区的租金则和基建的完善程度紧密相
连。我们预计，在主要地铁线路于 2020 年完工和投入使
用之前，其租金应维持较低的水平以吸引租户，维持低空
置率。
未来五年，我们预计将有约超过 600 万平方米的办公空间
进入市场，空置率或在 2019 年达到峰值的 29%，而后逐
渐回落，至 2022 年的 17.9%。2018 年年内租金或将持续
攀升 2 到 3 个百分点，而后在 2019 年会因基建尚未成熟
的前海大量的新增供应入市而下调。然而，2021 年，全
市平均租金应有较明显的涨幅至 241 元每月每平方米。
2017 年联合办公空间一直在扩张，并且速度丝毫没有减
慢的迹象。深圳的联合办公市场也因一些本土以及国际的
重量级的运营商的加入而愈发如火如荼。Wework 在南山
科技园片区签下了两万余方的办公空间，SOHO3Q 入驻
了蛇口片区，而寰图选择了遍地开花的路线。这些知名
的、成规模的运营商的参与或将为深圳联合办公市场带来
一些新的变化。能够营造更好的环境的品质、更成熟活跃
的社区文化氛围、提供更好的资源共享的平台，拥有广泛
的品牌识别度和良好的品牌形象。。拥有这些品质的运营
商将更有可能赢得市场，吸引租户，维持较低的空置率。
而聚合效应在联合办公空间市场也将有进一步的体现：运
营商们或进一步在福田中心商务区、高新科技园和蛇口片
区这些核心区域聚集。至于联合办公空间的潜在租户，我
们认为会有更多的跨行业的创业公司倾向选择联合办公空
间。

工业地产市场
跨境物流需求旺盛。根据 2017 年 12 月 28 号第一财经商
业数据中心和天猫国际联合发布的《天猫国际跨境消费洞
察报告》4，跨境进口线上消费已成为线上消费重要组成
部分，其交易规模可以维持每年 20%增速，且交易量已达

Source: http://www.sohu.com/a/213764806_355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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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跨境进口线上交易总量的四分之一。至 2019 年，跨境
消费的交易规模预计可达到 6202.6 亿人民币。
作为拥有世界上三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全球前十位的港口
城市，以及完善的跨境航运设施的区域，大湾区或将面对
因跨境电商迅速扩张的产生的对于仓储物流方面的需求。
尽管缺少物流仓库的土地供应，深圳的海港和空港仍然具
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深圳在大湾区的物流版图上仍将扮演
至关重要的角色。
我们预计未来五年，在深圳仅有约为 14 万平方米面积的
少量物流的新增供应入市。相应的，物流的空置率也将进
一步下调，在 2020 年达到 5%，并维持相应低位至 2022
年。我们预计租金会持续缓慢上升，并将于 2022 年升至
49 元人民币每月每平方米。

区和车公庙片区或可提供更多的选择。以车公庙为例，
该片区未来规划的城市更新将释放 173 万平方米的商业办
公空间，旨在承接福田中心商务区的外溢需求。而该片区
的平均租金在 2017 年年末为 308 人民币每月每平方米，
为全市写字楼租金较高的片区。这也使得该片区对投资人
产生了更大的吸引力。

2018 年市场预测
物业类别

租金市场展望

资本值展望

写字楼

+3%

2% ~ 3%

工业

+5%

5% ~ 10%

数据来源：高力国际

城市更新的大环境下，工厂和工业地产将持续转向更加精
细和可持续的发展。 位于核心区域的物业或将重新发展
成为城市综合体。

投资市场
自十九大后，政府进一步确认了长租公寓、租售并举和租
售同权作为房地产住宅市场的发展方向。更多的来自机构
的资本流入深圳，在年底促成了若干桩商业公寓、住宅、
和豪宅的整售交易。同时，长租公寓市场的发展也为资产
证券化进一步奠定了基础。
在深圳的写字楼市场，开发商开始逐渐转变其策略，显示
出从散售到整售的转变的倾向。一方面，我们认为这是由
于政府对以产业为导向的长期租赁和统一产权的支持和鼓
励，另一方面或是受到大量新增供应入市，而个人投资市
场开始趋于饱和的压力。开发商的销售策略的转变将为机
构投资者提供更多甲级写字楼整售项目的选择和更好的入
市的机会。
南山后海总部基地，写字楼多以政府定向出让的总部基地
和自持为主，而前海片区的基建的完善仍需时日。这使得
投资者在上述片区的投资机会受到一定的限制。而蛇口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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