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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商业地产行业运行半年报 

 

工商评级三部 

 

摘要： 

 行业整体景气度仍低于疫情前水平 

2021 年上半年，全国商业地产开发投资较上年同期平稳增长，销售额较上年同期显著

提升；但与 2019 年上半年相比，销售端的差距仍较为显著。从近十年累计数据来看，

商业营业用房仍存在供给过剩，办公楼供求关系小幅扭转，但考虑到未来宏观经济增速

下行压力，整体供大于求的状况可能再次出现。 

 一线城市商业地产复苏态势分化 

北京市商业地产市场疫情前运行较为平稳，疫情后因租金水平最高受到的冲击最大，截

至 2021 年二季度，运营情况较疫情前差距仍较大；上海市商业地产市场仍呈现较好的

活力，但随着供给增加，近年来写字楼空置率持续走高；广州市零售物业市场表现一般，

写字楼市场凭借相对低廉的租金水平实现了很高的出租率；深圳市零售物业市场表现相

对较好，但写字楼市场景气度仍处于下行通道。 

 商业地产行业集中度加速提升 

2021 年上半年，商业地产大宗交易市场较为活跃，资金实力雄厚且自身拥有运营能力

的境内外投资机构持续加码一二线城市购物中心。随着龙湖等商业地产规模房企相继进

入轻资产领域，以及 2020 年底以来华润万象生活、星盛商业、中骏商管等商业地产轻

资产运营主体单独拆分上市，商业运营领域的集中度将加速提升。 

 

一、商业地产行业概况 

 

2021 年上半年，商业地产开发投资和销售端景气度虽较上年同期有所复苏，但与 2019

年同期相比，销售端景气度仍显著低于疫情前水平。从 2011 年以来的累计竣工销售比来看，

商业营业用房供应过剩的状况有所缓解但仍属过剩，办公楼供求关系有小幅扭转，但考虑到

未来宏观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办公楼供大于求的状况可能再次出现。 

 

2020年，虽有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全国商业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仍实现了较显著的回升。

2021年上半年，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工作持续推进、经济企稳修复，商业地产开发投资增速进

一步反弹。其中，上半年商业营业用房开发投资完成额为6054.19亿元，同比增长3.50%；办

公楼开发投资完成额为2909.57亿元，同比增长6.70%。但考虑到2020年上半年开发投资受疫

情影响较大，数据可比性不强。与2019年上半年相比，2021年上半年全国商业营业用房开发

投资完成额下降2.09%，办公楼开发投资完成额增长3.36%，受房地产整体融资趋紧影响，商

业地产开发投资端景气度较弱。 

图1  2011年以来全国商业地产开发投资及销售情况（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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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 

2014年以来随着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居民消费方式变化，商业地产行业持续面临去库存

和转型压力，开发投资增速显著下滑；2019年起，受新一线城市商用土地放量、个税改革和

减税降费等政策提振消费、传统零售商销售方式和渠道更新、电商线下门店拓展、品牌商户

布局下沉等因素影响，商业地产开发投资稳健复苏，在疫情后也延续良好的恢复态势。除了

开发投资端的增长，商业地产销售端2020年以来持续回暖，2021年上半年，商业营业用房和

办公楼的销售额同比增速分别为8.80%和10.70%，但考虑到2020年上半年数据受疫情影响较

大，可比性不强。与2019年上半年相比，2021年上半年，商业营业用房和办公楼销售额分别

下降18.88%和20.28%，景气度仍显著低于疫情前水平。 

从供求情况来看，2021 年上半年，全国商业营业用房和办公楼的竣工销售比均为 0.88

倍，较 2020 年进一步下滑。从近十年数据来看，2011 年至 2021 年上半年，全国商业营业

用房和办公楼累计竣工销售比分别为 1.12 倍和 0.99 倍，商业营业用房仍存在供给过剩，办

公楼整体供求关系已有小幅扭转。 

图2  2011年以来全国商业地产供求情况（单位：万平方米、倍）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 

二、重点城市商业地产运营情况 

1. 区域环境 

2021 年上半年，北京、上海和广州 GDP 同比均实现较快增长，深圳 GDP 增速相对较

低，主要因房地产受到严厉调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所致。消费方面，上海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同比显著增长，增速位居全国各大城市前列。人口方面，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近十年来北京、上海常住人口增速趋于平缓，广州、深圳常住人口增长显著。 

表 1  2021 年上半年重点城市经济及人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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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 

GDP（亿元） 19228.0 20102.5 13101.9 14324.5 

GDP 实际增长率（%） 13.4 12.7 13.7 9.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 21.0 30.3 19.0 23.2 

七普常住人口数量（万人） 2189.3 2487.1 1867.7 1756.0 

十年常住人口净增加（万人） 228.1 185.2 597.6 713.6 

十年常住人口年均增速（%） 1.1 0.8 3.9 5.4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各地方统计局数据整理 

2. 运营情况 

（1）北京 

整体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对北京市商业地产造成的冲击很大，目前景气度距离疫情前水

平仍有较大差距。2021 年上半年，北京市优质零售物业租金水平仍稳定在 35 元/平方米·天

左右；优质办公楼租金水平跌破 400 元/平方米·月，下探至 2012 年 6 月以来的最低点。从

空置率来看，零售物业和办公楼的空置率有所下降但仍处于高位，尤其办公楼空置率的下降

趋势较为缓慢。 

图3  2011年以来北京市商业地产运营情况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Wind数据整理 

 

（2）上海 

整体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对上海市商业地产造成的冲击一般。零售物业方面，近年来上

海市优质零售物业租金水平基本平稳，空置率的波动幅度约为 2 个百分点，运营表现良好。

写字楼方面，受疫情影响，近一年来上海市优质写字楼租金水平保持在 280 元/平方米·月

左右，空置率已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受供给增加影响，上海市写字楼空置率自 2015 年以来

呈显著上升态势。 

图4  2011年以来上海市商业地产运营情况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Wind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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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广州 

整体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对广州市商业地产冲击较大。零售物业方面，近十年来广州市

零售物业租金水平稳步下降，空置率原本在 2019 年三季度已下降至 6%以下，受疫情影响

再度拉升。考虑到广州市人口持续净流入且零售物业回升态势较显著，未来广州市零售物业

空置率有望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写字楼方面，近十年来广州市写字楼市场景气度相对较高，

尤其 2016 年以来呈供不应求态势，租金水平有所上扬，空置率大幅下降，2019 年二、三季

度广州市优质写字楼空置率低至 4.90%。受疫情影响，广州市优质写字楼租金水平小幅回落，

空置率上升约 5 个百分点，但空置率仍远低于其他一线城市。 

图5  2011年以来广州市商业地产运营情况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Wind数据整理 

 

（4）深圳 

整体来看，深圳市商业地产景气度下行始于疫情之前，主要系供给过剩所致。零售物业

方面，一方面人口聚集产业发展带动消费需求增长，一方面供给增加竞争加剧，供需两旺影

响下，近年来深圳市零售物业租金水平和空置率呈同步下降态势。疫情发生后，深圳市零售

物业租金水平降幅不大，空置率上升幅度在 2 个百分点以内。写字楼方面，2018 年末以来

深圳市写字楼市场结束了持续多年的高景气度，空置率大幅上升 10 个百分点，租金水平持

续下降。2021 年上半年，深圳市优质写字楼空置率已基本回落至疫情前水平，但租金水平

的下跌仍在持续。 

图6  2011年以来深圳市商业地产运营情况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Wind数据整理 

 

（5）综合对比 

从四大一线城市的横向对比来看，随着人口流入放缓以及主城区供给进入存量时代，北

京市商业地产市场自身运行较为平稳，但高昂的租金水平使其受疫情的冲击最为显著，目前

商业地产运营情况较疫情前差距仍较大；上海市商业地产市场仍呈现较好的活力，但随着供

给增加，近年来写字楼空置率持续走高；广州市零售物业市场表现一般，写字楼市场凭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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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低廉的租金水平实现了很高的出租率；深圳市零售物业市场表现相对较好，但写字楼市场

景气度仍处于下行通道。 

表 2  2021 年二季度重点城市商业地产运营情况 

项目 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 

优质零售物业空置率（%） 8.5 6.9 8.2 5.3 

优质零售物业首层租金（元/平方米·天） 35.9 34.9 27.7 20.2 

优质写字楼空置率（%） 16.9 17.8 9.1 20.9 

优质写字楼租金（元/平方米·月） 398.9 276.7 161.6 187.3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 Wind 数据整理 

三、商业地产行业发展 

1. 资产加速整合 

随着房地产监管趋严，“三道红线”要求下房企降负债压力较大，2020 年以来商业地产

大宗交易较为活跃，领展、GIC、黑石、远洋资本等境内外投资机构成为重要购买方，房企

间的商业地产资产整合也在加速进行。2021 年上半年金额较大的商业地产大宗交易的资产

类型以一二线城市的购物中心为主，地段大多位于成熟商圈。在过去相对宽松的货币环境下，

商业地产行业参与者众多，集中度很低。随着行业竞争加剧、资金环境趋紧，碎片化的商业

物业资产加速整合，资源逐渐向具备运营能力且资金实力强的投资机构集中。但另一方面，

黑石要约收购 SOHO 中国股份事项未获批准，未来监管对于境外投资机构收购境内商业物

业的限制可能加强。 

表 3  2021 年上半年规模较大的商业地产大宗交易 

购买方 出售方 交易资产 资产类型 
交易对价 

（亿元） 

领展房产基金 

万科商业 上海七宝万科广场 50%股权 购物中心 27.72 

广州陛鹿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 
广州太阳新天地购物中心 购物中心 32.05 

金科 红星美凯龙 昆明爱琴海、重庆爱琴海、慈溪爱情海 购物中心 21.05 

博枫资管 ADIA 合资企业 
上海悦荟、青岛悦荟、西安悦荟等 5 个

购物中心资产包 
购物中心 

14 亿美元 

（约 89 亿元）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整理 

2. 轻资产模式快速发展 

在商业地产供给持续增加且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的环境下，碎片化重资产加速整合与轻资

产运营快速发展是行业集中度提升的一体两面，通过输出运营能力盘活低效或闲置的商业资

产，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继 2020 年万达商管宣布全面实施轻资产战略后，2021 年上半年，

龙湖宣布全面启动轻资产模式，其首个轻资产项目将于下半年开业。2020 年底上市的华润

万象生活也在积极拓展外部项目，合作方式包括管理输出、承租经营、商管公司收并购。此

外，大悦城、印力、新城、宝龙等房企均有轻资产项目持续推出。与物业管理行业的发展路

径类似，商业运营管理板块也在逐渐从房企集团中拆分出来寻求上市，通过轻资产模式加速

抢占市场份额，形成规模化优势。 

表 4  商业地产代表房企轻资产运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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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企 轻资产战略 存量轻资产项目 轻资产拓展计划 

万达商管 
全面实施轻资产战略，不再新增

重资产 

截至 2021 年 3 月底拥有轻资产项

目 19 个、合作项目 80 个 

2021－2023 年分别增加合作项

目 34 个、41 个和 58 个；拟将

其轻资产商业运营板块珠海商

管在香港上市 

龙湖集团 
轻重并举，目前和未来一定阶段

仍以重资产为主 
无 

首个轻资产商业项目将在 2021

年下半年开业 

华润万象生活 

已作为华润旗下的商业运营服务

主体单独上市，积极拓展外部项

目 

2021 年上半年新签 8 个第三方商

业项目 

2021 年外拓购物中心 10 个，

2021－2025 年外拓项目达到

50 个 

新城控股 
轻重并举，自营+联营+租赁相

结合模式 

截至 2021 年 6 月底管理输出的已

开业项目 4 个、交接过渡期项目

4 个 

-- 

大悦城地产 轻重并举，管理输出 
2021 年上半年管理输出项目收入

0.87 亿元 

以一二线和强三线城市为核

心，加速轻资产商业项目的布

局扩张 

宝龙商业 

已作为宝龙地产旗下的商业运营

服务主体单独上市，积极拓展第

三方项目 

2021 年上半年新增开业 2 个第三

方商业项目、新增签约 7 个第三

方商业项目 

2021 年下半年计划新开业 7 个

第三方商业项目 

中骏商管 
已作为中骏集团旗下商业物业管

理服务主体单独上市 

2021 年上半年来自独立第三方的

商业物业管理及运营服务收入

1.47 亿元 

-- 

星盛商业 

已作为星河控股旗下商用物业运

营主体单独上市，运营模式包括

委托管理、品牌及管理输出以及

整租 

截至 2020 年底来自独立第三方的

已开业项目 6 个 
--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