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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深圳市场展望
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一年

租金

空置率

-4%

+14.0pp

–

> 预计2019年旺盛的需求与有限的供应将助推物
流仓储平均租金实现8%的增长。

8%

–

5%

> 2019年大量位于新兴区域的新增供应入市，预
计导致整体空置率的攀升与平均租金的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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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字楼收益率

仓储收益率

零售收益率

总结 &建议
我们建议外国投资机构可以利
用当下深圳相对疲软的市场环
境寻找优质的投资机会。

预计2019年深圳写字楼平均租
金同比下降4%。大量新增供应
或推升全市整体空置率至29%。
租户可进一步考虑宝安中心等
新兴商务区。
受益于旺盛的需求与处于低位
的空置率，预计物流仓储平均
租金将于2019年内实现8%的
同比增长。随着交通系统优化，
惠州与东莞将提供更多物流发
展机会。
投资市场方面，深圳次中心区
域的崛起将为写字楼投资者带
来更多选择。随着居民可支配
收入的提高，零售物业将吸引
更多投资目光。作为全新的投
资物业类别，长租公寓正在逐
渐兴起。

> 短期内的大量供应将为写字楼租金水平带来下
行压力。预计2019年新增供应入市或导致平均
租金下降4%，整体空置率将上升14百分点至
写字楼
30%。

仓储

零售

投资

> 预计2019年市场将有更多来自中心商务区和次
中心商务区的整售写字楼投资机会，而零售物
业或涌现更多投资机会。

Source: Colliers International
Note: USD1 to RMB6.89 as of end-Q4. 1 sq m = 10.76 sq 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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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不确定性风险上升，2019年增速减缓
中美贸易摩擦引发的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目前对深圳经济增长影响仍然有限。截至2018年第三季度，深圳GDP实现同比增长8.1%，第三产业增加值
亦录得同比增长7.8%的良好表现。固定资产投资方面，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17.4%，低于去年同期7.0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
长8.2%，较去年同期下降0.9个百分点。
尽管2018年经济表现良好，但美国考虑征收额外25%关税与引发贸易总额下降的潜在风险仍为深圳企业的商业信心蒙上了阴影。高新科技产业，
先进制造业与金融业一直以来扮演深圳经济增长引擎的角色，但上述行业已对未来扩张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制造业与高新科技业增长的减缓将
为专业服务业的增长带来负面冲击。
深圳甲级写字楼租金自2018年第三季度开始面临下行压力，我们预计2019年的平均租金将下滑4%。另一方面，物流仓储市场在缺乏新增供应，
空置水平处于低位的形况之下，预计2019年平均租金依然会平稳上升。物业投资市场方面，预计长租公寓与零售板块将吸引更多海外投资者的青
睐，核心区与新兴区域新增的写字楼整售投资机会将开始浮现。

常住人口

3.9%

截至2017年底，深圳常
住人口按年增加3.9%, 达
到55.08万人。预计未来
三年每年新增常住人口
75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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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2018年前三季度深圳
GDP增速达8.1%，领先
于于全国6.7%的平均水
平。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第三产业投资

21.1%

第三产业

GDP增长

与去年同期相比，2018
年3季度的第三产投资
增速有所回落，由
27.2%降至21.1%

8.2%

与2017年前3季度相比，
2018年前3季度社会消
费零售总额增速放慢，
由9.1%降至8.2%

59.7%

2018年前三季度，第
三产业增加值占比为
GDP的59.7%，较去年
同期上升0.7个百分点。

房地产投资

17.4%

与2017年第三季度相
比，2018年第三季度
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
减缓，由24.4%降至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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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写字楼市场走势（新增供应，净吸纳量与空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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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字楼租务市场
空置率平稳，新增供应增速放缓
截至2018年底，深圳甲级写字楼总体量达到580万平方米，同比
增长12.6%。自2016年以来新增供应年增长率首次低于20%，第
四季度无新增供应入市。此外，第四季度整体空置率与第三季度持
平于15.9%。由于新增供应入市，前海空置率排在各子市场首位，
达49.8%。

更多元化的租户组成
2018年深圳甲级写字楼市场录得更多元化的租户组成。除了金融
业与科技业等传统支柱行业以外，专业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也成为
了使用甲级写字楼办公面积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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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2019年与中期展望
由于预期经济形势日趋严峻，截至2018年底，深圳写字楼平均租金按
季度环比下降1.9%，同比下降0.6%至每平方米每月237元。预计
2019年全市平均租金将进一步下降4%。全年净吸纳量低于2018年。
租金水平或在2020年经济增速恢复平稳时重拾增势。展望2019至
2023年，我们预测平均租金将实现每年3.0%的涨幅。
我们预计共有540万平方米新增甲级写字楼于2018至2022年入市。
2019年预计新增供应会拉升整体空置率，从2018年底的16%增加到
2019年底的30%。虽然我们尚未完成2019-2023年的统计，最新的
市场讯息指向未来市场将提供更多的新增供应。未来5年，约80%新
增供应将集中在前海片区与南山区，但预计前海为其他成熟子市场带
来的压力有限。而南山凭借稳健的经济增长态势，可逐步吸纳新增供
应量。

高力展望

深圳 | 2019年1月7日

深圳仓储按年新增供应 2008-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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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储市场
物流活动持续外溢至东莞与惠州
尽管市场需求旺盛，但2018年深圳未录得新增仓储供应入市，新增供
应的缺乏助推了对东莞及惠州仓储空间的需求。目前东莞及惠州物流仓
储总体量为151万平方米，为深圳现有存量的75%。
新增供应缺失持续拉升深圳仓储租金水平。截至第四季度，全市平均租
金同比增长10%至每平方米每月49.6元，整体空置率低至3%。
相比之下，东莞与惠州的月平均租金仅分别为每平方米36.0元与每平方
米33.4元，目前两个城市整体空置率均低于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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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2019年与中期展望
持续增长的跨境电子商务与内需刺激政策将拉升深圳物流仓储的需求。
由于空置率处于低位，预计2019年全市平均租金将实现8%的增长。
随着东莞与惠州新增物流仓储设施的入市以及大湾区内的优化运作，
深圳物流用地供应的缺口将有效得到填补。
从中期来看，深圳物流业或通过新的交通基础设施与粤港澳大湾区内
其他城市进一步紧密结合。预计未来新增供应将主要来源于周边城市
东莞与惠州。另一方面，广州与佛山分别有56万平方米与63万平方米
的新增供应将在未来两至三年入市，分别增长40%与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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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市场

零售：更多投资机会浮现

2017年深圳GDP实现对香港的超越，深圳物业市场开始受到更多国内
与国外投资者的关注。由于政府通过去杠杆与资金流动性紧缩政策为过
热的房地产资本市场降温，因此全市交易总额未实现增长。同时，过低
的收益率差使投资者对当下进入深圳市场持犹豫态度。
截至2018年11月，深圳共录得16个大宗交易记录，其中包括近三年来
首个零售商场的整售，交易额为2.11亿元。我们预期投资者将利用利用
当下的经济调整期，持续在深圳寻找优质的长期投资机会。

传统上，广州与香港的零售板块一直比深圳更为活跃。有限的零售物业
体量使投资者难以进入深圳市场。然而，来自跨境电子商务的竞争激发
了零售物业更专注娱乐、生活方式与体验式购物。根据逸芮（零售咨询
机构）发布的2018半年度零售市场报告，零售商已经采取O2O（从线
上到线下）的策略为顾客融合线上和线下的购物体验。
零售板块的变革为深圳购物中心带来了新的投资机会。零售物业为收益
率最高的物业类型之一，平均可达到5%。投资者对核心区域与新兴区
的零售物业兴趣持续升温。我们预计超过140万平方米的新增零售物业
将在2019年入市，其中约60%集中在新兴区域。由于大量新增供应即
将交付，建议投资者可寻找在核心地段内表现欠佳的购物中心,通过后续
增值服务，提升项目的回报。

2019 深圳零售物业新增供应布局

2018年深圳大宗交易物业类型分布

9

42%,
核心区域

58%,
新兴区域

3
2

土地

数据来源：高力国际

5

2

写字楼

住宅

零售

数据来源：高力国际

高力展望

深圳 | 2019年1月7日

写字楼：成熟与新兴商务区并举

长租公寓-潜力巨大，但进场机会有限

写字楼仍是深圳物业投资市场最活跃的板块。截至2018年11月，深圳
共录得9个写字楼投资大宗交易，总交易额约80亿元。即使资金流动性
问题导致下半年市场活动有所减缓，但福田中心商务区与南山仍是投资
者的最优选择。预计福田CBD写字楼资产值将受益于2018年9月开通的
广深铁高铁。

2018年7月31日，深圳政府发布了“731新政”，主要包括以下要点：

龙华区政府购买了深圳北站附近的两栋写字楼，汇德大厦与红山6979，
交易总额共54亿元(1). ，占深圳全年写字楼交易总额的68%。两栋写字
楼均面向中小企业进行招商，并带有租金补贴。
租金水平更低的成熟工业园与商务园正在吸引更多科技业租户。随着深
圳核心区域与新兴区域之间连通性的提高以及中心商务区租金成本的不
断上升，，预计以下三个次中心商务区将逐渐兴起：
➢ 宝安中心—机场
➢ 深圳北站商务区
➢ 龙岗大学城
目前上述次中心商务区的写字楼平均资本值仍较核心商务区低50%。建
议对深圳长期前景乐观的投资者认真挖掘次中心商务区的投资机会。

1 https://m.focus.cn/sz/zixun/9164bfc12bc35440.html

http://m.sohu.com/a/235135403_100186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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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1. 暂停法人单位购买商品住房；
2. 新购买商务公寓5年内禁止转让；
3. 新购买商品住房（含新建或二手住房）3年内禁止转让；
4. 商务公寓一律只租不售，由企业整体持有和运营
“731新政”对长租公寓市场具有重大影响。截至2018年8月，各区住
宅租赁市场分别录得10%至30%不等的租金涨幅，长租公寓运营商个数
显著增加。我们预计目前有超过100个长租公寓运营商活跃于市场。
尽管租金涨幅明显，但市场供应仍落后于需求。深圳市约75%常住人口
居住于租赁用房，而未来三年深圳市常住人口或逐年增加75万人。预长
租公寓市场仍有巨大增长潜力，而长租公寓运营商将通过合并与收购进
行整合。
住宅租赁市场需求与限制公寓散售的政策为那些青睐住宅租赁市场增长
机会的机构投资者带来了新的机遇。预计政府将落实更多的监管制度加
快长租公寓市场的发展，如住宅项目信托基金产品的发展为开发商与投
资者提供了新的推出机制。但由于此类项目的新增供应有限，投资者的
进场机会仍相当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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