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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租金增速减缓
总结 &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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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字楼租户或保持观望态度，扩张及搬迁意愿

展望2019年，华南地区或保持
全国经济增速最快区域的位置，
但受全球经济疲软影响，广州

有所下降。预计租金涨幅减缓，空置率缓和上
写字楼

GDP增速或放缓。
预计写字楼与物流仓储市场平
均租金增速面临压力，空置率
缓和上升。
我们预计2019年投资市场仍受
到去杠杆政策的负面影响，广
州市整体交易额或低于2018年。
但逐渐完善的配套与交通设施
仍将利好于投资市场。
由于核心商务区可售物业有限，
新兴商务区或继续主导商业物
业交易市场，建议投资者持续
关注新兴商务区的投资机会。

升。

> 2019年，仓储租赁市场将迎来较大规模的新增
供应，整体空置率在半年内将有所上升，租金
仓储

增速减缓。

> 2019年，自用企业与机构投资者仍将聚焦于新兴商务区写字
投资

楼市场，但投资活动或较往年趋于保守。

2019年广州市场展望
写字楼
2019年广州甲级写字楼将有超过82.5万平方米新增供应入市，预计至年底全市空置率从4.5%上升至7.0%。
超过38%新增供应位于琶洲子市场。经济不景气将持续降低租户扩张及搬迁意愿，预计全市整体租金增速
面临压力，全市平均租金涨幅或降至1%。由于2018年第四季整体平均租金录得环比0.6%的降幅，我们对
此前关于2019年平均租金增长3%的预期进行了下调。
数据来源：高力国际
注：截至2018年底，1美元=6.88人民币。1平方米=10.76平方英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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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优质写字楼新增供应将突破100万平方米，超过73%体量位于琶

洲，预计全市空置率将攀升至顶峰，租金增幅继续低迷。随着2021至

未来4年琶洲将有大
量优质写字楼推出
市场，包括阿里巴
巴与腾讯等区域总
部大楼。

2023年新增供应逐年减少，预计空置率将平稳下降，租金稳步上涨。

投资市场方面，预计2019市场交易总额将有所下降，机构投资者与自

仓储

值实现同比2.5%的增幅。

用企业保持观望态度。写字楼投资机会或聚焦于新兴商务区，预计资本

预计广州非保税优质物流仓储市场在2019年将有超过46万平方米新增

预计2019年政府物流仓储供应用地保持紧缩，投资机会更多在二手物

供应入市，除8.4万平方米新增供应位于物流仓储核心区黄埔以外，其

流仓储项目当中，资本值或实现同比3%的增幅。

余位于新兴区域：花都、番禺与从化。黄埔作为物流仓储核心区，预期
能实现快速去化，2019年租金水平保持稳健增长。其余新增项目均位
于新兴区域且总体量达37.8万平方米，去化能力面临考验，租金增长速

2018年：广州经济增长放缓

度或减缓。2019年随着电商和大型零售商业务暂时进入稳定期，大面

2018年前三季度广州GDP同比增长6.3%，按绝对值计算，经济表现良

积租赁需求或有所减弱，但全市新增供应超过过去十年平均值的4.6倍，

好。但2018年广州对亚洲、欧洲、非洲出口总值均为负增长，其中美

预计至明年底全市整体空置率有所攀升，全年平均租金实现3%的缓慢

国为广州最大出口国，中美贸易摩擦对广州造成冲击。出口贸易困局与

增长。

国内“去杠杆”政策拖累广州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放缓波及金融、制造、

2020年仅有一个位于南沙的非保税优质物流仓储项目入市，将为市场
带来超过10万平方米的新增供应。预计2020年市场继续吸纳来自新兴
区域的空置面积，新兴区域空置率将平稳下降，伴随着租金的缓慢上升；
而核心区黄埔无新增供应入市，且空置率处于低位，预期空置率小幅下
降，租金平稳上涨。2020年预计全市整体空置率稳步下降，平均租金
或实现4%的增长。2021至2023年无新增供应入市，预计优质物流仓储
需求保持活跃，整体空置率持续下降，租金水平或实现每年5%的稳健
增长。
由广州、佛山与中山三城企业合资建设经营的南沙四期集装箱码头预计
于2021年投产，将进一步提升广州南部以及珠江西岸的航运物流处理
能力，带动仓储物流需求，利好南沙物流仓储租金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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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

贸易及相关行业企业，写字楼租户搬迁及扩张意愿下降，租赁交易活动
减缓，需求较2017年出现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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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新增写字楼供应落后于需求，租金平稳
攀升
尽管万科与宝能均
成功进入广州非保
税物流仓储市场，
但政府对一手物流
用地的开发限制未
放松。

2018年房地产业、TMT业与零售/贸易业共占去全市核心区甲级写字楼
66%的新增租赁交易面积。受全球经济下行及国家去杠杆政策的影响，
金融业租户需求下降，新增租赁交易面积比例仅占15%，较2017年下
降11个百分点。

广州写字楼新增供应，净吸纳量与空置率（千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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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写字楼作为扩张策略。核心区非优质写字楼楼宇设施相对落后，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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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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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是广州最活跃的子市场。

2018年：珠江西岸仓储市场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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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广州非保税优质物流仓储呈现供需两旺的状态，来自电商相关快

广州仓储新增供应，净吸纳量与空置率（千平方米）

递和零售商的需求持续活跃。尽管位于新兴区域的新增供应入市，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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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迅速，全市整体空置率下降，平均租金水平缓和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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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范围内，东莞惠州等珠江东岸城市追求更高的土地使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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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物流用地开发受限；而物流市场西进趋势明显，佛山、江门等珠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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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岸的仓储供应呈现快速上升的态势。珠江西岸物流市场的稳步发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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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商务园：聚焦高端产业，物业前景乐观

新兴商务区或主导市场交易

见》强调将重点支持汽车、IAB（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

2019年，广州写字楼投资活动或继续聚焦于新兴商圈，核心区投资机

项政策致力于实现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对未来广州经济增长的双轮

会相对有限的局面将持续。

驱动。政策引导下，广州商务园市场正在稳步发展。

广州南站：交通枢纽建设，利好周边物业

企业能以较为低廉的成本在商务园内租赁办公及研发场所。符合标准的

2018年9月，备受瞩目的广深港高铁正式开通运营，从广州南站抵达香
港西九龙的时长缩短至48分钟。广州南站未来将依托区域交通枢纽的优
势，继续发展高端商务、商业贸易和会展等产业。
广州政府2018年9月审议通过了《广州南站周边地区规划编修》，将重
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与生物医药产业（合称IAB产业）。
南站地区毗邻“中国家电之都”佛山顺德区，顺德区提供了一个“研
发—生产”制造战略的转化平台，吸引来自广深港的高端人才。随着周
边配套设施的逐步完善，预计未来五年写字楼物业价值与租金稳步增长。
此外，广州政府审议通过了《广州综合交通枢纽总体规划（2018－

2035年）》，明确将把高铁线路引入中心城区，实现广州站至广州南
站、广州站至广州东站等枢纽间的一体化联运。由于目前广州南站距离
广州核心商务区较远，把高铁引入中心城区将有效加强核心商务区对资
本和人才的集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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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印发的《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工业与信息化产业发展的扶持意
药）、NEM（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重点发展领域。多

入驻企业不仅享受来自各级政府的办公场所补贴与人才奖励，还能享受
税务优惠。
现有商务园项目除商业用地与科研用地以外，还包含了大量工业用地。
商务园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广州高新科技产业的集聚，还有效地盘活了大
量二手工业用地，提高了企业使用土地的效率。预计商务园对优质企业
与高素质人才的集聚效应将持续增强，从而促进商务园租金与资本值的
平稳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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