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本市场快讯
2017 年度总结与 2018 年展望

大中华区



资本市场快讯



戴德梁行研究部

CO
NT

EN
TS

目录

简介第一部分

>> P2

专家论市第二部分

>> P4

市场概况第三部分

>> P8

海外投资第四部分

>> P20



资本市场快讯

2 简介
第一部分

陈妍斐
大中华区
资本市场研究预测主管
catherine.chen@cushwake.com 

中国内地

2017 年大中华区商业地产

商业地产投资于 2017 年再创新高，总金额达 2730 亿元，同比增长 30%

外资投资于 2017 年显著增长，同比增幅高达 84%，占全年总投资额的 1/5，高于 2016 年
1/7 占比

由于国家对大湾区发展的大力推动，华南城市尤其是深圳、广州于 2017 年投资额同比翻了三倍

虽然写字楼仍是最受欢迎资产类别，但较往年十年 (2007-2016) 的平均占比 55% 已下降至 43%

于 2017 年投资额呈显著增长的资产类别分别为：酒店 / 旅游地产 (3.5 倍 )，服务式公寓 (2.9 倍 )，
产业园 / 研发中心 (2.1 倍 )

受益于国家“租售并举”政策，大批资金涌向长租公寓的开发或投资

拥有优异的资产及品牌管理的大型购物商场不断受到投资者的追捧

PRC 大宗交易投资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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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商圈
甲级写字楼
投资收益率（%）

香港地区

台湾地区

商业地产总投资额同比增长 92%；其中工业和零售地产增幅显著，分别较去年增长 2.4 倍

内地投资者于香港 2017 年的投资额高达 2016 年总投资的 2 倍，其中写字楼投资占到 99.5%

香港本地投资者则更倾向于零售地产投资 – 占投资额的 51%

 工业写字楼及工业地产为最受欢迎资产类别，占总投资额的一半

 多达一半的物业投资为企业自用

 2017 年台湾投资市场回暖，全年商业地产投资额同比增长 7%

北京 上海 广州 台北深圳香港

最高: 5.50
最高: 5.76

最高: 5.92 最高: 5.98

最低: 4.65

最低: 4.85

最低: 4.50

最低: 5.01
4Q 2017: 4.67
4Q 2016: 4.78

4Q 2016: 5.57
4Q 2017: 5.66

4Q 2016: 4.90

4Q 2017: 4.50

4Q 2016: 5.14
4Q 2017: 5.16

最高: 3.00

最低: 2.20

4Q 2016: 2.66
4Q 2017: 2.20

最高: 2.80

最低: 2.63

4Q 2016: 2.65
4Q 2017: 2.63



资本市场快讯

2017 年被称为“新零售元年”，电商与商店不再水火
不容，而是联手做大全渠道零售这块蛋糕。我们看到，
马云提出“纯电商已死”，而电商巨头阿里巴巴一边
又转而与商场合作，继私有化银泰商业、与百联集团
达成战略合作之后，又入股高鑫零售，实行网订店取、
送货上门等一系列 O2O 措施，进一步吸客创收。

电商营业额仅占 2017 年中国社会消费者品零售份额
的不足 20%，并遭遇增长瓶颈；实体商业却一直稳中
有升，成为资本市场的香饽饽。以广州为例，居民可
支配收入高，消费、饮食及文娱根基深厚，城市商业
氛围成熟，商场可以实现吃喝玩乐买的全方位体验，
广受消费者欢迎。

2017 年上半年，仍有投资者看淡广州商场，但荔湾
区西城都荟及海珠区乐峰广场两座商场单日客流近 10
万，业态组合丰富，购物休闲体验良好，除了受到周
边市民欢迎，还辐射广佛广佛两地消费者。它们被香
港领展、新加坡凯德这样的重量级海外投资者收购，
接连实现大宗成交，“商场已死”的谣言不攻自破。

总而言之，在如今的新零售时代，体验为王。电商不
再与商场打价格仗，而是抛出橄榄枝，两者通过共享
会员系统、支付方式、物流配套，线上线下同价等策略，
打破壁垒，相互推广、引流，一起把市场做大。在“新
零售”图景中，优质商业地产发展空间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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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国平
中国投资及顾问服务部
董事总经理及联席主管
alvin.kp.yip@cushwak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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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2006 – 2017 Q4

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 万亿 )

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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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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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零售时代，体验为王，优质商场发展空间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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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策略上，无论规模大小都可
以 在 零 售 地 产 买 到 较 好 的 项
目， 虽 然 大 规 模 的 收 购 往 往
能 获 得 不 错 的 投 资 回 报。 在
过 去 的 一 年 中，Westfield 和
Unibail Rodamco，Intu 和
Hammerson 都有全球范围的
合并。同时，香港的领展在市
场推出的大规模投资包也得到
了十分优异的回报。戴德梁行
很荣幸与此次交易有关，领展
最终以 2017 年 9 月 30 日的估
值溢价 51.7% 售出其于香港的
17 个零售项目。

在中国大陆，那些管理能力较
强、拥有大型租赁团队（简单
而言就是已持有 / 管理较多的
商场）的物业持有者拥有更高
的资产议价能力。在 2017 年
的头条交易中，GLP 向万科和
中国基金 Hillhouse Capital 等
所有权的转让价值 116 亿美元，
再次体现了大规模项目的价值
所在。

5专家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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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rdon Marsden
亚太区投资顾问部区域总监 

gordon.marsden@cushwake.com

规模重要吗？

Investment in Greater China Retail 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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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兵
北中国区投资及顾问服务部主管
gordon.b.liu@cushwake.com

2015 年 4 月，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一项历史性决议，
将通州建设成为北京市行政副中心。 2016 年 5 月，
中央政治局会议又重新定义通州的重要角色，以支持
雄安新区的发展——位于北京以南约 110 公里的城市
新区，十三五规划中国家三大发展战略之一。去年 12
月起，北京市行政机关开始迁往通州。

通州运河核心区 ( 通州 CBD) 位于五河交汇处 , 总占地
面积 16 平方公里，是北京城市副中心发展战略引擎区。
区域地理位置优越 , 是一处高端商业区。该区域的定

通州 – 未来北京市行政副中心

位是给位于北京的核心子市场的办公人员提供各种可
选择的高质量办公场所 , 该区域的租金水平极具竞争
力，过去十年中，北京主流商圈甲级写字楼平均租金
提高约 2.5 倍。

2017 年底 , 中国建设银行以及北京银行均签署了买卖
协议 , 在通州购置了两座写字楼 , 总建筑面积为 8 万
平方米。当地政府对基础设施大量投资以推动通州的
发展 , 此举亦有催生大量投资者和租客需求的潜力。

通州新城核心区
重点项目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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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地中心

通州富力中心

 成大广场

运河ONE

运河K2

合景泰富新光大中心 通州绿地中央城
（南区）

远洋新光

世界侨商中心

保利大都会

京杭广场

绿地中央广场
未来供应 现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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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租购并举”的提出，作为
房地产长效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租赁住房市场的发展进入快车道。
中央及地方各项支持租赁住房发
展的政策密集颁布，房企、中介、
银行、互联网巨头等多方主体积极
涌入长租公寓市场——2017 年已
然成为长租公寓市场发展的元年。

资本市场亦对该领域表现出了极
大的热情，2014 年 9 月顺为基金
联 合 联 创 策 源 投 资 YOU+ 公 寓 1
亿人民币，开启了公寓创业的吸
金时代；此后长租公寓大额募资的
案例时有发生，据统计 2016 年长
租公寓全年大额融资事件数量达
到 13 宗；进入 2017 年，长租公
寓相关的金融创新尝试不断，“魔
方公寓信托受益权资产支持专项
计划”、“自如 1 号房租分期信
托受益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招
商创融 - 招商蛇口长租公寓第一期
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先后发行，标
志着长租公寓在资产证券化道路
上迈出步伐；而同样在 2007 年“新
派公寓权益型房托资产支持专项
计划”和“保利地产自持租赁住房
类 REITs”的获批，使权益型公寓

类 REITs 和自持租赁住房类 REITs
在较短的时间内均实现破冰，为
长租公寓市场的长足发展奠定了
基础。

从具体的长租公寓项目来看，房
源的获取通常包括：新建长租公
寓并进行后续运营，收购或租赁
旧有物业进行改造后整体运营——
对应前一种方式，只租不售的租
赁住宅用地的出让已经在上海、
北京、广州、深圳等地先后推出，
并受到市场的追捧。其低于市场
水平的土地价格有利于提高物业
的租金收益率，同时类 Reits 的破
冰也为此类项目未来的融资渠道
拓有利于宽了可能性。预计未来
将会有更多的租赁用地推出，成
为重要的长租公寓来源。此外，
如果是通过购买而获取的整栋长
租公寓房源，经过整体改造运营，
从建筑本身到外部环境，都会得
到很好的改善，加上资产价格的
上升，一般会取得较好的资产增
值效果，如新派公寓 2013 年初推
出的新派公寓 CBD 旗舰店，由整
栋收购的大厦改造而来，短短五
年时间其房产增值就已达 3 倍多。

租赁住房市场发展进入快车道

张晓端
华南及华西区研究部主管
xiaoduan.zhang@cushwak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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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第四季度，北京大宗交易投资市场共录得 4
宗交易，交易总额达 95 亿元人民币。四宗交易的投
资类型比较平均，写字楼、零售、土地、酒店各一。
整体来看，2017 年全年北京大宗交易总投资额达 442
亿元人民币，同比上涨 11.8%。2017 年北京的大宗
交易成交业态也更为多样化，写字楼仍是绝对的热点，
占到 37%，但较 2016 年的 73% 还是有大幅下降的。

受政策影响，国内企业投资海外地产受到限制，因此
将注意力更多的转向了国内市场，2017 年北京完成
的 29 宗交易基本都由内资买家完成，内资交易额占

8 市场概况
第三部分

北京

到 98%，其中私募基金、保险、开发商等成为市场交
易的重要主体。而随着北京土地供应紧缺且拿地成本
越来越高，开发商开始收购一些城市核心区存量项目，
这样成本相对低一些。因此，通过收购存量项目并对
其进行翻新、改造，以全新的面貌推向市场从而获取
新的盈利点成为开发商新的业务模式。

北京写字楼市场近年来需求旺盛，越来越多的酒店或
者零售物业都在被收购后计划改为写字楼。而商用物
业的业态调整和重新定位需要良好的运营和资产管理
能力，若能看到项目的潜力并引入强大的管理团队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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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望未来，丽泽、通
州等新兴商圈的投资潜力
巨大

魏东
北中国区

研究部主管
sabrina.d.wei@cushwake.com

9市场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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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取得较大的收益，比如盈科中心、太阳宫百盛购
物中心及菜市口开元酒店等，都是近年来北京比较
典型的收购改造项目。今年这一趋势继续得以延续，
如今年成交的望京新一城、王府井淘汇新天、首创
中环假日酒店等都有计划改为写字楼。

展望未来，丽泽、通州等新兴商圈的投资潜力巨大，
特别是通州 CBD，随着北京市政府陆续进驻通州办
公，将吸引越来越多的知名企业和投资商，优质的
金融企业及总部自用型买家将成为该市场的主力。

443 亿人民币

16%

4.5%

2017 交易量

同比增长

写字楼毛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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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上海城市更新步伐加快，那些核心区域内的旧改项目，区
位优越写字楼和长租公寓项目对于投资者而言依然会是较热门
的投资选择。”

在刚刚过去的 2017 年是房地产
宏观紧密调控的一年。虽然如
此，上海大宗物业投资市场的
热度也未受影响。正如上季度
戴德梁行预测，第四季度大宗
交易的“强势”回归，使得全
年交易总额突破千亿大关也在
意料之内。

2017 年上海外资交易尤为活跃，
共计投资额 401 亿，较去年投
资额翻倍。其中较大投资额的
交易包括基汇资本于四季度收
购的虹桥凌空 SOHO，以及香
港 Pheonix 收购静安金融街中
心 2-5 号 楼。 从 交 易 类 型 来 分
析，有 30 笔交易的为投资型，
其交易总金额占当季度总投资
额 86.4%，而自用型交易仅占
总额的 13.6%。 

面对当下资产收益率逐渐收窄
的市场行情，因稳定收益及较
合理的管理门槛写字楼物业依
然是投资者们寻求投资理想的
避风港。本季度成交物业中写
字楼共收录到 24 笔，总投资金

Shaun Brodie
大中华区

租户研究及
华东区研究部主管

shaun.fv.brodie@cushwak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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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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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超 251 亿元。随着存量时代的到来，投资者已将
目光转向那些城市核心具备翻新升级潜质的物业，
或位于新兴区内的写字楼项目。

从房地产投资的角度来看，上海新兴区大宗投资物
业已经具备以下几点优势：

  清晰的市场及政策规划定位；
  日渐成熟的商业交通环境；
  高品质办公楼宇环境；
  快速发展的公共设施配套；
  快熟成熟的商业氛围。

随着这些优势以及投资者对上海新兴商业中心的积
极情绪，本季度有大量交易记录，包括在虹口的北
外滩交易和在闵行的大虹桥。正是由于这些优势加
上投资者对上海新兴区域商业中心投热情，本季度
中录得多起大宗交易，包括在虹口的北外滩和在闵
行的大虹桥商务区内。值得注意的是，本季度杨浦
的新江湾板块交易活跃，共录得有六起大宗投资交
易，该地区投资总额达 71 亿元人民币。在四季度新
兴区投资交易市场中不乏国有企业、内资房地产企
业、国内金融机构的身影，亦有外资开发商和地产
基金公司布局杨浦板块。

随着共享经济的发展，2017 年中国各城市对共享办
公空间的需求日益增长，上海也不例外。本季度上海
共享办公租赁市场中包括了两笔规模较大的租赁，即
寰图（中国）租赁歌斐中心 7500 平米的办公空间和
Wework 近期签下的中海国际广场北塔整栋办公楼项
目。共享办公需求的涌现吸引了市场各方的注意，我
们预计明年共享办公还将继续成为引领投资趋势的重
要指标之一。

此外，长租公寓在政策支持、资本追捧、消费升级等
因素的推动下发展前景备受投资者看好。上海市政府
近期成交了多块租赁住宅用地。从而进一步提升了这
一领域的投资潜力。长租公寓由前几年只有少数创业
公司和金融机构关注，转变成当今各方资本机构、国
有企业和地产大鳄们争抢的“香饽饽”。

展望未来，上海大宗交易市场有望继续保持稳步上升
的态势。随着上海城市更新步伐的加快，那些核心区
域内的旧改项目、区位优越的写字楼项目和长租公寓
项目对于投资者而言依然会是较热门的投资选择。与
此同时，对于一些具备高回报的非传统类资产，如物
流资产、研发办公和养老公寓等等，也将成为投资者
所追逐的目标。

1 1市场概况
第三部分

1219 亿人民币

21%

4.7%2017 交易量

同比增长

写字楼毛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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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舒怡
华中区研究部主管
gracie.sy.miao@cushwake.com

优质写字楼产品的需求将
保持强劲，零售、长租公
寓、酒店等物业类型也将
吸引投资者的关注，大宗
物业资产包将受到市场的
青睐。

广州



戴德梁行研究部

随着广州城市价值的不断提升，在经济转型、市场资
金宽松、房地产政策等的影响下，承接 2016 年的趋
势，2017 年的广州大宗投资交易市场一片繁荣，各大
基金及地产开发商继续加快布局广州市场。2017 年，
广州市场录得大宗交易成交总额高达 218 亿元，同比
急增 255%。受到广州市场可供整栋出售的优质物业
较为稀缺的影响，全年的市场交易中中小型面积交易
占据了重要份额，而投资者对于优质整售物业的需求
仍然保持强烈。

写字楼仍然是最受欢迎的资产类别，全年成交金额约
占市场成交总额的 39%，其中以购买自用为目的的
买家在市场成交中占据了重要的份额。在众多物业类
型中较高的收益率、较低的管理难度是写字楼成为最
受投资者关注的原因，此外，广州第三产业持续高速
发展，推升市场对于优质办公空间的需求不断增长，
兼具投资及自用的优质写字楼项目无疑是投资者的最
优选择。零售物业的市场热度显著升温，除了传统的
临街铺及物业底商的投资继续保持活跃以外，位于核
心商圈的西城都荟购物中心及乐峰广场的整体出售为
广州的零售物业大宗交易注入了一针强心针，市场上
买卖双方对于优质零售物业的交易关注度持续上升。
得益于数个优质购物中心在年内发生整体交易，零售

15市场概况
第三部分

物业全年成交金额大幅攀升，占到总成交金额的约
41%；与此同时，酒店、公寓等物业类别的市场关注
度在 2017 年也稳步上升。

资金结构方面，2017 年的广州大宗交易市场仍然由
内资占据主导，内资成交金额约占全年总成交金额的
56%。同时，海外资金在广州市场上的活跃程度显著
攀升，积极关注广州核心区域的优质写字楼及零售物
业并在年内录得约 6 宗、总金额超过 92.9 亿的主要
成交，凸显广州大宗交易市场的进一步发展成熟。

由于土地市场政策的进一步收紧，更多的资金向物业
投资市场集聚和沉淀。与北京、上海相比，广州市场
的价格洼地将吸引越来越多的关注，随着粤港澳大湾
区规划的进一步落地以及琶洲、金融城等主要商务区
的建设和发展，市场对于广州大宗物业市场的投资信
心将维持积极的趋势。中心城区及新兴商务区的高品
质物业以及核心商圈有升级改造潜质的物业将成为未
来最受投资者关注的项目。具体来看，优质写字楼产
品的需求将保持强劲，零售、长租公寓、酒店等物业
类型也将吸引投资者的关注，大宗物业资产包将受到
市场的青睐。地产私募基金和房地产商仍将是未来广
州投资市场的主导力量。

218 亿人民币

255%

5.2%

2017 交易量

同比增长

写字楼毛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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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第四季度，深圳大宗交易持续活跃，
共录得 8 宗交易，金额超过 115 亿元。纵观
2017 年，全年大宗成交总额高达 322 亿元，
各类物业成交面积总计超过 174 万平方米，均
较去年有大幅增长。写字楼依然是深圳大宗投
资买卖的成交主力，成交额占比达到 37%，
厂房及居住类成交也有较好表现，成交占比分
别达到 30% 和 24%。市场买卖需求除了来自
传统投资机构及房企以外，政府及相关背景的
企业机构也逐渐活跃。

从资金来源来看，有近 9 成来自内资型买家。在
众多的内资投资者中，不同行业买家表现出明显
不同的投资偏好。以传统房地产企业为例，2017
年房地产企业购买大宗物业金额 173.6 亿元，其
中有接近 108 亿元用来购买厂房物业，占比超 6
成，如卓越集团收购兴英科技位于沙井的厂房，
中洲控股收购位于观澜片区的永勤玩具厂房等。
因深圳土地稀缺且拿地成本高企，房地产企业将
触角伸向工业用地，期望通过城市更新变更土地
用途或产业升级来实现其土地战略储备以应对日
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但随着年内工业厂房类城市
更新政策的收紧，虽然市场关注度依然不减，但
下半年实际投资买卖热度出现回落，市场整体观
望氛围较浓，开发商日趋谨慎，但积蓄前期谈判
磋商，房企收购核心地段或地铁口附近优质区位
厂房物业的成交依旧。

张晓端
华南及华西区
研究部主管
xiaoduan.zhang@cushwake.com

深圳

另一个突出特点是政府以及政府相关背景的买
家开始逐渐参与到购买大宗写字楼及公寓类物
业的投资活动中，2017 年其资投金额占总成
交额的 36.5%。南山、罗湖区政府分别购买塘
朗城广场，招商中环写字楼用来自用或未来为
定向扶持产业提供创业发展空间；人才安居集
团收购中粮天悦壹号整栋公寓、深南道 68 号
部分公寓以提供人才安居住房。

根据深圳住房保障发展规划，“十三五”期间
将建设筹集保障性住房和人才住房 40 万套，
通过新供应土地、城市更新配建及产业园区配
建等途径只能提供约 21 万套住房，除了通过
盘活存量用地及存量住房的方式外，仍有 19
万套住房建设缺口。在住房租赁市场相关法律
保障尚待完善、“长效机制”落实房地产分类
调控的背景下，以政府及国企为投资主体，购
买整栋物业用于定向产扶持租赁，提供人才安
居保障住房的趋势或将在深圳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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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政府及国企为投资主体，购买
整栋物业用于定向产扶持租赁，提
供人才安居保障住房的趋势或将在
深圳持续。

322 亿人民币

200%

5.7%

2017 交易量

同比增长

写字楼毛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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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惠于持续上升的租金、低持有成
本及低供应量等因素刺激 , 中区的
整体资本价值预料继续上扬。

香港

贺凯
香港
研究部主管
reed.hatcher@cushwake.com

在多宗整幢物业交易的带动下 , 本季度商业及单笔交
易亿元以上的豪宅物业的成交金额再创历史新高 , 总
额达到 1052.5 亿港币 , 较上季度高出 154%。本年度
全港大宗交易总额高达 2034.9 亿港元，较上一年攀
升 62%，同样录得历史新高。  

内地投资者在整售办公楼交易活动中表现活跃 , 促成
本年度香港规模最大的两宗交易。 中资资本领衔的
财团在本季度以 402 亿港币的价格从长江实业手中收
购了中环中心 75% 的业权 ( 呎价 32,961 港币 ), 为开
埠以来最大宗单次交易。2015 年中国恒大以 125 亿
港币收购了位于湾仔的中国恒大中心 ( 前美国万通中
心 ), 其交易金额曾一度为全城最高 , 现退居第二位。 
另一方面 , 绿景 ( 中国 ) 地产购入了会德丰位于观塘
8 Bay East 全幢甲级商业楼 , 总价约 90 亿港币 ( 呎价
15,095 港币 )。 透过这些收购活动 , 中国内地投资者
在香港的五大办公楼的交易中占了其中的四位。

分散业权的办公楼依旧受到投资者的青睐。 在本季
度数宗破记录的交易中 , 值得留意的包括 : 位于金钟
的远东金融中心 ,  以 5.276 亿港币售出一整层 ( 呎价

50,143 港币 )。 而位于湾仔的会展广场办公大楼 , 
以约 1.06 亿港币售出一整层 ( 呎价 38,000 港币 )。 
两宗交易均创其所在大楼的新高。 在政府有望重
启于 16 年完结的工厦活化计划的消息影响下 , 今
季共有六宗整幢工厦转手交易。 其中 ,  亿京发展
分别以 21.6 亿 ( 呎价 4,350 港币 ) 及 13.2 亿港币 
( 呎价 5,452 港币 ) 购入了位于柴湾的永南货仓大
厦和位于观塘的英亚工厂大厦。 该发展商擅长将
工业楼改建成甲级办公楼。

在零售板块，零售业逐步回暖，本地内需表现相
对强劲。本季零售物业市场录得多宗备受瞩目的
商场交易。在全城最大宗零售房产交易中 , 领展
向基汇资本为首的财团以 230 亿港币售出了旗下
17 个在非核心地区的商场。 置富亦向 Chelsfield 
Asia 及 Pamfleet 以 20 亿港元出售了位于北角的
和富荟。

本季度住宅市场投资活动依旧火热 , 交易总额
较上一季度高出 154%。 本季度的交易总额为
127.8 亿港币 , 其中 Mount Nicholson 的八个分
层单位及一座别墅占了本季度交易总额的 39%。 
其中一个内地买家以 11.6 亿购入了两个分层单位
( 呎价 132,060), 刷新了亚洲分层单位呎价的纪录。 

市场概况
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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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用地市场同样火热 , 信和置业、会德丰地产、嘉
华集团、爪哇集团及 上海的世茂房地产组成的财团以
172.9 亿港币 ( 呎价 17,501 港元 ) 取得了一幅位于长
沙湾的住宅用地 ( 新九龙内地段第 6549 号 )。 本交易
的地价打破了合景泰富地产及龙光地产在今年第一季
度以 168.6 亿港币购入的一幅位于鸭脷洲的住宅用地
的地价纪录。

展望未来，我们预计 2018 年单笔交易亿元以上的物
业投资宗数或将降至 300 宗以下，但与 2017 年四季
度类似的超大规模交易仍将把 2018 年的成交总金额
推升至历史高位。在核心商业区内保持活跃的内地投
资者预期将带动来年办公楼投资市场。截至此报告出
版前 , 位于北角京华道 18 号的一座由恒基地产发展

的甲级办公楼被一个内地财团以 99.5 亿港币 ( 呎价
30,174 港币 ) 收购。 同时 , 相信本地投资者会密切关
注在核心地段内有翻新升值潜力的办公楼资产。 受惠
于持续上升的租金、低持有成本及低供应量等因素刺
激 , 中区的整体资本价值预料将继续上扬。 另一方面 , 
在工厦活化计划有机会重启的背景下 , 其稳定回报及
比其他物业类型低的投资金额将令工厦继续成为市场
热捧的投资对象。 继创出市场新高价格后 , 低供应量
的豪华住宅市场将继续被投资者追求。 而面对市场的
强劲需求及相对低息的环境下 , 我们对来年的一手住
宅市场亦感到乐观。 市场利好的例子包括在 2018 年
一月初发售的位于马鞍山的云海项目。该项目在发售
当日便成功售出全部 118 个推出单位。

1534 亿港元

92%

2.2%

2017 交易量

同比增长

写字楼毛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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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包括私人住宅或土地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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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台湾投资市场终止连续五年量
缩趋势，惟租金回报率无法符合买家期待，
来年展望仍等待曙光

市场概况
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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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全台湾投资市场物业交易以新台币 670.9 亿元
收盘，终止自 2011 年连续五年量缩趋势，主要由企
业多元转型及本业扩产的自用需求支撑，以厂办及工
业地产最受买家青睐，该类不动产成交金额逾全年的
50%。惟整体市场中，业主惜售心态浓厚，租金回报
率未达大手买家寿险资金的投报需求，寿险资金投入
金额止步百亿以内，使 2017 年无百亿的大额交易，全
年交易量低于五年均量新台币 773.2 亿元。年度统计
仅见五宗寿险买家交易，合计约新台币 90.5 亿元；其
中金额最大者为中华邮政以新台币 64.2 亿元取得内湖
科技园区长虹新世纪企业总部，亦为今年最大宗交易。

相对物业市场保守，土地市场热络，挥别 2016 空头，
全年土地交易量达新台币 1,238 亿元，重返单年千亿
的交易水准，较 2016 年成长近 40%。2017 年以建商
购地、企业扩张及都更目的之交易为主要动能；全年
十大土地交易中，有别于 2016 年工业土地当道，住
宅区及商业区开发为 2018 年重头戏。

展望来年，市场尚无重大利空事件出现，业主惜售心
态依旧，低回报氛围延续，2018 年年底县市长选举凭
添政策不确定性，预期 2018 年台湾物业市场交易量
仍于低档盘旋。土地市场冀望触底放量，预期 2018
年延续 2017 年审慎乐观的趋势。

薛惠珍
董事
研究咨询及估价部
wendy.hj.hsueh@cushwake.com

671 亿新台币

7%

2.8%

2017 交易量

同比增长

写字楼毛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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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对国内投资者来说又是创纪录的一年，中国境
外房地产投资交易总额再创历史新高，录得 422 亿美
元，较 2016 年增长 10.3%。虽然现阶段对外投资政
策不断收紧，但投资者们对外投资的意愿仍十分强烈。
值得一提的是外汇储备去年触底后在政府调控下企稳
回升，同时国家也鼓励中国企业不断“走出去”。 

然而不断上涨的债务问题迫使中国政府不得不对当前
金融环境保持谨慎，这也使得企业对外投资以及国内
外融资贷款变得困难。我们预计 2018 年中国境外地
产投资将有所降温，全年投资金额与去年相比或将下
降 30% 至 40%。香港、美国、英国以及澳大利亚仍

“ 中国境外房地产投资交易总额
再创历史新高达 422 亿美元，较
2016 年全年增长 10.3%。

林荣杰
董事总经理
大中华区研究部主管
james.shepherd@cushwake.com

06 工业及物流 写字楼

公寓

酒店

停车场

土地开发

零售

37.5% 34.3%

1.7%

2.4%

0.2%

21.9%

1.0%

20 海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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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房地产境外投资
按资产类别分布

实际投资总额

数据来源 |  
Real Capital Analytics,
戴德梁行研究部

将持续成为国内投资者最受青睐的投资目的地。另外
平台收购这一形式在今年将会保持活跃。

目前政府出台的多项对外投资新规使我们相信，即使
目前对外投资监管进一步加强，但与一带一路相关的
投资地将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随着中国房地产开发
商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开发商将在全球
范围内合理布局资金、开发项目，尤其是那些与开发
商核心业务相关、为推动投资区域多元化发展的合理
投资开发业务，并且符合在中短期内收益资金可回笼
至国内的条件的，受到投资监管政策的影响将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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