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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流地产

经济韧性增长

经济

疫情在全球范围迟迟未散，多国供应链及生
产饱受冲击，但同时也刺激了全球对中国产
品的需求，导致出口在2021年同比增加
21.2%至人民币21.7万亿元、贸易顺差上涨
20.2%达到人民币4.4万亿元。2022年，随着
海外市场产能恢复，中国市场受到刺激推动
的消费放缓，预计出口增速亦将有所放缓。

2021年，国内消费市场零售额实际增长
10.7%至人民币44.1万亿，线上销售稳定增
长12.0%至人民币10.8万亿，目前电商渗透
率接近25%。在线销售的稳定增长在包裹数
量上亦有所反映：中国全年运输包裹数量增
长29.9%达到1,080亿。

政策

过去十年中，中国不断强调发展消费市场以
重新达到经济平衡。近几年，共同富裕、国
内国际双循环及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等倡
议的提出将进一步助推消费市场。受此刺激，
零售销售增长预计将超过GDP 增长，同时有
可能将中国家庭消费GDP占比从2020年

38.1%的水平提升至更接近发达国家的60-

70%的水平。

“双循环”策略及“中国制造2025”规划等
意在延续中国在工业领域的增长和升级、减
少对海外市场的依赖、实现供应链内部化、
同时促使传统产业升级并在新兴领域扩张。
成熟的华东地区制造业已经向先进科技制造
业升级，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将逐渐向华西
地区转移。2022年1月印发的《关于促进制
造业有序转移的指导意见》已列出了对应的
主要目标。随着生产环节搬离消费中心，
RECP及一带一路等协议推动与邻国的贸易
增长，基建铺设将会是下一阶段的重要工作。

2022年1月19日，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内
外贸一体化发展的意见》，公布相关推进举
措，包括培育新的商业模式促进综合贸易，
如采用C2M模式生产、建设先进信息技术支
持的智能工厂，及持续发展自由贸易港和自
由贸易试验区等。相隔不久，2022年2月8日，
国务院批准在27个城市和地区设立跨境电商
综合试验区。

经济观察及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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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Focus Economics，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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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流地产

基建科技加持

城市化

城市化是过去数十年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尽管现阶段进程有所放缓，但广泛的就业机
会仍使主要城市集群独具吸引力。截至2020

年，长三角和粤港澳两大城市群十年内的常
住人口持续增长，分别上涨15.1%及39.1%至
1.65亿和1.1亿。

大型城市和集群带来效率提升，但其运转所
消耗的巨大资源则需要从其他地区运输而来，
这也意味着更高的基础设施要求。

基础设施、交通运力及成本

相对低廉的制造业成本以及不断扩张的生产
规模和速度，令中国在过去20年内的全球制
造业中独领风骚。但随着国内消费力的增长、
生产地点迁移以及疫情限制使得中国的基建
受到考验。

中国拥有的世界最发达的公路网络之一， 高
速公路和一级公路网络达到28.5万公里（里
程较十年前翻了一倍）。这一数据在美国而

言约为26万公里。然而面临需求上涨及更多
基建不足的局面，国家仍需进一步投入这一
公共设施领域的开发。

铁路和航空网络方面也拟定了相似的扩充计
划，以满足城乡地区旅客和货物运输需求。

房地产科技、自动化和劳动力成本上涨

虽然对基础设施的持续投资也可能达到控制
运输成本的目的，但采用房地产科技并提高
自动化是控制劳动力成本的关键。在2010年
至2020年之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行业
的城市非私营企业员工工资已从一年约4万元
人民币增至10万元人民币，增幅达150%。随
着生活成本不断提高，迫使企业为人工提供
更好的保障，预计工资的增长速度不太可能
放缓。在此背景下，科技愈发成为提高生产
力的有效手段。在仓储物流行业，包括仓库
自动化、 SLAM、RaaS、可穿戴设备，或是
更广范围内的干线自动驾驶系统、无人机配
送及区块链和数字孪生的应用都已有落地项
目助推行业的持续发展。

经济观察及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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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物流市场

*若无特殊说明，本章节中平均租金皆指含物业不含税费的租金面价



中国物流地产

物流市场近年来已成为全球投资者关注的焦
点。与传统资产相比，物流资产仍有相对较
高的资本化率。随着电商渗透率的逐步上涨，
以及及时生产（Just In Time）向预生产
（Just In Case）的转化，为仓储业绩长期增
长带来保证。

出口曾是国内仓储重要需求来源，随着更多
市场陆续打开，出口增长势头不减；而国内
消费增长、产品更新迭代，消费者对物流配
送要求更加严苛，物流行业升级潜力愈发为
各方关注看好。政府已出台多项政策及规范，
并将物流列入新基建领域，支持相关投资与
建设，同时以此促进欠发达地区发展。通过
降低物流成本、为关注消费的中小企业创造
经济活动等方式缩小城乡差距。

新物流设施的铺设将采用明确的自上而下的
方式，且拥有长期愿景，包括在2025年之前
建成150个先进物流枢纽、根据农产品产出需
要建立30个全国性和70个区域性冷链物流基
地等，同时与农业等其他经济部门相协调，

满足更广阔的国家战略需求。物流枢纽、主
干线路、区域配送中心和最终配送节点等功
能均得到明确。

在过去五年，诸多不同类型的投资者纷纷入
局物流地产行业。在市场整合之前，参与者
的数量还会进一步增加。最终的市场领先者
将会采用由地产科技支持的自动化设备，在
降低成本、提升效率之余，秉持可持续性标
准。他们还将建立广泛的设施网络及次级物
业，为全国领先的零售商、第三方物流及电
商平台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

中国拥有14亿人口，约8,000万平方米的甲级
物流设施，即人均拥有0.06平方米；而日本
人均拥有甲级物流设施0.2平方米，美国0.8平
方米，澳大利亚1.3平方米，按此推算，中国
未来仍存在广阔的增容空间。冷链业也面临
相似的供应不足的问题，中国城市人均冷库
体积约为0.152立方米，而美国则达到0.571

立方米，印度为0.312立方米。

多元投资者入局
政策支持与需求增长推升未来供应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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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世界银行，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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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流地产大北京地区 8

总存量
百万平方米

平均租金
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

空置水平

北京 2.28 56.9 2%

天津 4.83 34.7 22%

廊坊 1.83 40.1 42%

北京城市版块
作为一个超级消费市场，北京本身城市体量非常大、消费力十足，同时在物流
流转环节还兼顾了集散中心的功能。北京约有90%的物流仓储项目位于顺义、
通州及大兴区；在区域性物流中心疏解的同时，未来将持续在这些区域优化布
局，形成重点物流枢纽节点。

根据《北京市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规划，未来将在在大兴国际
机场周边、北三县、天津武清、河北涿州等区域设立大型物流集散区，布局多
个“组团式”的现代化仓储物流基地。加快布局西北（昌平南口）和西南（房
山窦店）两大智能化物流基地。发展智能化立体仓、云仓等新型绿色仓储设施。
随着工业物流市场日益受到长期资本关注以及可供投资机会有限，开发商亦在
通过收并购扩张规模，以期获得更优的投资机会。

天津城市版块
天津非保税高标仓存量约为483万平方米，市场存量为华北地
区最高。天津在2019-2021迎来了大体量的项目入市，市场供
需格局较为平衡。高标仓存量多分布于武清、北辰、东丽及滨
海新区等在京津双城连线上的区域。近年来政府收紧了物流用
地的出让，并在《天津市物流业空间布局规划（2019-2035
年）》中规划了7大国际物流园区及10个区域型物流园区，以
期提高物流设施的资源集约利用率。

天津高标仓租户主要以电商及制造业租户为主。城市整体产业
来看，在生物医药、it硬件及石油化工等领域都有较好的基础，
未来在规模扩张发展的过程中会产生可观的租赁需求。

廊坊城市版块
廊坊非保税高标仓存量相较区域内的京津两城明显偏小，整体存量约为
183万平方米。2021年廊坊迎来了多个项目的集中入市，市场存量翻番。
传统的高标仓分布多位于广阳、安次等京津高速沿线。随着大兴国际机
场落成及交通组织完善，成熟的物流开发商亦在固安等临近机场的区县
建立了高标仓项目。

截至2020年底，廊坊市公路路网密度达到179公里/百平方公里，居河北
省内第一位。基本建成了全面对接京津的交通能力。在京津冀协同发展
上升为国家战略后，廊坊顺应成为了承接非首都功能产业转移的排头。
除了作为辐射京津冀的商贸物流中转集散中心外，廊坊本身的家具、建
材等产业集聚发展亦会给本地仓储市场带来新增的租赁需求。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注释：北京城市版块包含部分大兴机场周边位于廊坊的项目

廊坊城市板块不含部分大兴机场周边位于廊坊的项目



中国物流地产大上海地区 9

南通城市版块
南通非保税高标仓市场存量约为80万平方米，主要分布于崇川及海门区G15
高速周边。作为苏北区域通往苏州、上海的门户，随着交通网络的不断完善，
南通正日益融入大上海区域。

高端纺织、船舶海工及电子信息是南通的三大支柱产业；智能装备、新材料
以及新能源汽车则为三大重点发力的新兴产业。目前南通市场高标仓租户仍
以纺织企业为主。相比苏州、无锡等苏南区域，相对较低的土地开发强度有
望吸引重特大项目落地。此外，受益于与苏南及上海交通网络的不断完善，
多家冷链服务供应商近年来也在南通布局冷链仓储，服务长三角地区。

上海城市版块
上海2021年全年共录得四宗物流仓储相关的大宗交易。包含凯德中
国信托及深国际分别购入资产包中位于上海的两个项目在内，共计成
交金额估值约为人民币25.4亿元。在投资行为活跃的当下，资本方在
选择合适项目时亦日趋谨慎。

2021年全年新交付项目多位于金山、奉贤两个子市场，随着年末大
体量项目的交付推升全市整体空置率环比上升7.9个百分点至13.0%。

2022年预计金山及青浦等子市场有大体量高标仓项目入市；此外，
奉贤、嘉定等子市场预计亦有新增项目入市，计划交付面积预计将超
百万平方米，上海将迎来物流仓储市场供应新高。

湖州城市版块
湖州非保税高标仓市场规模显著小于大上海区域内的其他城
市，2021年市场存量为30万平方米。境内高标仓主要分布于
织里及德清两个子市场。

与嘉兴相似，湖州市场横跨大上海及大杭州两个区域：织里
子市场通过G50与苏州、上海相连接，德清子市场则主要接
收来自杭州北部的外溢需求。部分开发商亦在织里以东的南
浔布局，未来随着湖杭高速的开通，将大大加强湖州东部与
杭州的联系，在南北向串联起湖州主要的高标仓市场。

苏州城市版块
苏州整体非保税高标仓市场存量达到685万平方米，规模为全国之最，占到全
国高标仓存量的近十分之一。除市区外，昆山、太仓及常熟等区域亦形成了
较具规模的市场。这些卫星城市地理位置大多与上海接壤，完善的基础设施
以及配送网络使得以上三个县级城市承接了上海及苏州的外溢需求，同时本
土的产业发展也不断推升了城市的仓储市场增长。

昆山市场在2015-2017年迎来了大量供应，电商及零售连锁企业构成了租户主
体。2021年以244万平方米的市场存量位居大苏州区域之最。地处京沪铁路
及G2高速要道，昆山与上海融合度不断提升，即使租金成本在十年内录得翻
倍，与上海紧密连接令昆山成为配送上海的最佳选择。

苏州、常熟市场则更多服务于本地制造业。常熟在未来两年预计仍将有150万
平方米的供应入市，为区域内未来主要的增长点。同时亦有部分开发商开始
布局更为北方的张家港区域。

太仓高标仓市场目前则主要分布于港区。

总存量
百万平方米

平均租金
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

空置水平

上海 6.31 48.7 13%

南通 0.80 27.7 12%

苏州 6.85 37.2 8%

湖州 0.30 30.7 25%

嘉兴 3.16 32.8 23%

嘉兴城市版块
嘉兴非保税高标仓总存量达316万平方米，市场自2020年以来迎来了供应高峰，其中嘉善及海
盐两个子市场都在该年度迎来了大体量的项目入市。作为连接上海及杭州的重要通道，嘉兴
高标仓项目多分布于G60及G92高速沿线。此外，也有部分高标仓位于乍浦及独山两个港口，
承接来自水路的海运需求。

产业方面，家电等小件商品制造为嘉兴重要产业之一，租户对于库存周转敏感性较高。近年
来高标仓市场放量致使多层仓库租金承压显著，单层或首层仓库租赁更受市场青睐。食品加
工作为嘉兴另一大产业，拥有多家食品制造商在嘉兴设厂，市场对于冷库的租赁需求旺盛，
冷库去化水平优于长三角区域的其他城市。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注释：苏州城市版块未纳入张家港项目

湖州城市板块不含部分湖州南部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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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城市版块
绍兴整体非保税高标仓体量小于大杭州区域内的其他城市，整体高标仓存量约为83
万平方米。项目主要集中在城市北部沿G92高速走廊，部分位于嘉绍大桥周边，通
过大桥向北与海宁尖山相接。鉴于城市北部物流用地出让有限，如今开发商亦会选
择在南部的诸暨开发建设物流仓储。东久新宜即选择在诸暨投资建设约40万平方米
物流仓储，项目目前还在施工过程中。

长三角是中国汽车整车及零部件产业的主要分布区，绍兴亦拥有整车生产及研发的
产业布局。完备的上下游企业及新能源车企的落地生产为本地的物流仓储市场带来
了新增租赁需求。

杭州城市版块
杭州非保税高标仓市场整体存量约为279万平方米；主要分布于新设
立的钱塘区，包含大江东、下沙等子市场。政策引导对市场供需影响
显著：一方面，杭州在人才引进竞争中受益良多，人口规模支撑仓储
市场发展。另一方面，杭州仓储业因政策趋紧，仓储物流用地供应逐
年减少，而仓储需求受价格等因素影响逐渐减少。

电子商务做为杭州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其对物流业的推动作用不言
而喻。受其推动，杭州仓储需求外溢至临近的湖州、嘉兴及绍兴等城
市。电商及第三方物流、快递快运企业为杭州高标仓市场主要租户；
近年来，电商企业在杭州逐步开始自主建立仓库，以求提升自身对成
本支出的掌控，同时亦可对外出租满足自身仓储需求外的租赁单元。

宁波城市版块
宁波非保税高标仓主要集中于北仑、余姚及慈溪，整体高标仓
存量约为198万平方米。北仑服务于海运港口需求，余姚、慈
溪则通过G92高速串联。此外，宁波前湾新区（杭州湾新区）
作为上海、杭州、宁波三个城市的几何中心，是区域理想的分
拨中心、中转站。

宁波租户构成以快递快运、第三方物流为主。传统产业以纺织
及厨卫家电等传统制造业为主，对高标仓需求相对有限；高端
装备、新材料以及汽车研发及生产制造则为近年来增长迅猛的
行业。随着吉利、上汽大众等多个车企在宁波投产，宁波规模
以上汽车制造企业产值占到了浙江全省的约48%，推升了当地
高标仓的租赁需求。

总存量
百万平方米

平均租金
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

空置水平

湖州 0.30 30.7 25%

嘉兴 3.16 32.8 23%

宁波 1.98 32.5 15%

杭州 2.79 37.4 6%

绍兴 0.83 31.3 20%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注释：杭州城市版块包含部分湖州南部及绍兴北部的项目

湖州城市板块不含部分湖州南部的项目

绍兴城市版块不含部分绍兴北部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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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佛肇城市版块
广佛肇城市板块高标仓总存量达455万平方米，占大湾区总存量的51.4%。过去20 年中，广州、佛
山两城市依托其高度发达的交通网和领先的制造业发展水平，成为中国最成熟的物流中心，并为广
东乃至华南地区有优质仓储租赁需求的企业所青睐。2021 年，这一趋势仍在延续，同时两市场还
为周边城市（如肇庆）带来部分外溢需求，进而推动广佛肇城市板块的形成。

2021 年，广州仍是该城市板块的核心城市和主要需求增长点。得益于本地传统的纺织服装等优势
制造业发展，广州持续吸引更多零售商在本地设立供应链中心，赋能本地供应商的长足发展，也为
广佛肇城市板块物流市场注入可观的新增需求。而另一方面，肇庆亦承接了板块内城市的外溢需求，
吸引着国内一些开发商兼投资者角色的企业来进行物流业务拓展及项目收购。

深莞惠城市版块
深莞惠城市板块高标仓总存量达354万平方米，约为区域总存量的40%。与广佛肇
城市板块不同，由于W1 类土地供应稀缺，该城市板块中一线城市深圳的高标仓存
量相对有限。而同时，当地宏观经济基本面保持强势增长、人口规模持续扩大—
—2020 年深圳GDP 增速为3.1%，系一线城市中最高；2010 至2020 年全市人口
复合年均增长率达5.4%，居大湾区之首。在此背景下，企业对优质仓储设施租赁
需求不断增加。鉴于深圳现有存量难以满足租赁需求的增长，期内东莞、惠州持
续承接源自深圳的外溢需求，特别是生鲜电商和大型第三方物流企业的需求。

此外，高新制造业持续赋能东莞市场租赁需求增长。受益于2021年租户和投资者
的强劲租赁和投资意愿，租金和资本价值增长均位居大湾区城市首位。几近满租
的出租水平及来自投资者的持续追捧使得东莞物流资产收益率普遍走低，预计这
一趋势将持续到 2022 年。

珠中江城市板块
珠中江城市板块高标仓市场规模显著小于其它两城市板块。截至2021 年年末，
其总存量仅为76万平方米。鉴于当前珠海经济发展仍以旅游业为主导，中山、
江门第二产业又以传统制造业居多，因此当地制造业企业对高标仓需求相对有
限。在此背景下，目前珠中江城市板块高标仓市场租赁需求主要来自于第三方
物流及电商企业。

作为珠江口西岸都市圈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珠中江城市板块在2021年下半年物
流资产投资需求和活动有所回升，市场录得多宗物流资产成交。投资者对该区
域的青睐，主要一方面受到大湾区巨大的发展潜力影响；另一方面，亦得益于
该地区未来通过资产增值可带来的较高回报的稀有投资机会。

总存量
百万平方米

平均租金*
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

空置水平

广州 2.02 42.4 3%

深圳 0.49 61.2 0%

东莞 2.05 40.9 0%

佛山 2.37 34.9 6%

惠州 1.01 35.1 8%

中山 0.28 30.4 3%

江门 0.46 29.8 2%

肇庆 0.15 23.8 11%

珠海 0.02 26.5 14%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注释：大湾区内城市平均租金指含税含物业费的总租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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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城市版块
重庆非保税高标仓市场供应量在2021年迎来高峰，全年累计有十余个项目入市。得益
于制造业租赁需求的稳健增长，重庆市场基本面整体保持稳定。租金方面，降幅逐步
收窄，录得全市平均租金为21.4元每平方米。空置率方面，市场去化表现较好，推动
整体空置率下降至约25%。

展望未来，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等相关文件的出炉，
重庆坐拥四大枢纽港口、国家级临空经济示范区以及三大国际物流通道的卓越区位优
势未来将持续推动物流产业高质量发展，或将刺激企业租赁需求进一步释放。而由于
重庆未来供应将逐步收窄，预计重庆高标仓市场空置率或将稳定下降，租金变化也将
日趋稳定。

贵阳城市版块
根据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贵阳市常驻人口数量已达598.7万人，十年间常住
人口增速位居全国前列，快速增长的人口也将带动城市需求持续上涨。加上近年来贵
阳持续优化的产业结构与布局，不断促进城市投资创业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在吸引企
业落户的同时，也促使当地仓储物流行业快速发展。

未来贵阳将以发展大数据产业为依托，增强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推进实体经济与数字
经济融合发展，有望带动相关行业物流需求增长。此外，贵州省在“十四五”期间将
着力打造西部现代物流枢纽，提升物流业综合实力，完善物流基础设施网络，增强物
流服务能力，或进一步加快贵阳物流市场发展壮大。

昆明城市版块
2021年昆明物流市场租金整体表现较平稳，达约29元每平方米每
月。受益于制造业、零售与贸易行业稳定的租赁需求，呈贡区和
官渡区高标仓市场持续活跃，全市空置率约为17%；受新建仓库
入市影响，全市高标仓市场空置率环比上涨近10个百分点。

“十四五”期间，昆明将着力打造安宁桃花村-草铺物流片区、经
开区王家营物流片区、空港经济区临空物流片区、晋宁青山物流
片区、嵩明杨林物流片区5个物流聚集点，力争到2025 年，昆明
将基本建成区域性国际物流枢纽城市。在昆明市政府颁布多项利
好政策和经济稳步发展的大背景下，昆明市高标仓市场有望实现
加速发展。

成都城市版块
2021年成都物流市场新增供应稳定，非保税高标仓总存量达约
500万平方米，其中龙泉驿、双流和青白江存量较大。近十年，
成都常住人口高速增长，第七次人口普查常住人口数据突破两千
万，为消费行业仓储需求维持活跃奠定基础。“十四五”期间，
成都将进一步推动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加上近年来成都电子商
务发展势头良好，促进电子商务物流需求稳定上涨。零售、电子
商务等行业发展基本面稳定向好，支撑成都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活
跃，2021年全市平均空置率继续下降，达约7%。

未来成都物流市场高标仓供应量或将大幅放缓，有望缓解市场去
化压力。随着成都城市开放度和区域枢纽地位不断提升，以及零
售等相关行业的迅速发展，未来成都物流市场需求有望保持增长。

总存量
百万平方米

平均租金
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

空置水平

西安 3.00 24.0 18%

成都 5.14 23.5 7%

重庆 5.00 21.4 25%

昆明 1.12 28.0 17%

贵阳 0.87 29.3 8%

西安城市板块
2021年西安非保税高标仓市场总存量升至约300万平方米，新增供应主要
位于空港新城和国际港务区两个区域。由于西安消费市场增速放缓，加
之年末疫情的影响，市场整体需求回落，空置率有所上涨。伴随疫情后
的全面复工复产，西安高标仓市场需求有望逐步回暖; 未来供应端的放缓
将带动空置率持续回落, 市场租金或将平稳上涨。

现代物流作为西安市政府重点扶持的产业之一，在建设“一带一路”商
贸物流中心和打造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等一系列利好政策的推动下，西
安仓储物流业将加速发展，并带动相关租赁需求持续释放。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注释：西安城市版块包含部分位于咸阳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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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城市版块
长沙非保税高标仓存量约为137万平方米，主要分布于城市西
北的望城、金霞、高新区以及东部的机场片区、东南部的雨花
片区。市场在2020年迎来了大量项目的集中供应，市场存量在
该年几近翻番。地处中部，长沙贯通东西、连接南北的区位优
势使其成为理想的物流转运中心。而本身作为“娱乐之都”，
长沙作为消费型城市对高标仓储的需求持续旺盛。

随着长株潭协同发展，开发商也在考量一些位于湘潭及株洲的
开发机会。

租户分类来看，第三方物流、快递快运及食品生鲜是长沙主要
的高标仓租户来源。

武汉城市版块
作为“十四五”首批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名单之一，武汉其陆港型物流枢
纽位置不言而喻。2021年3月，武汉市发改委发布武汉首部“产业地
图”，对各版块的物流业功能也进行明确描述。

受疫情影响，武汉高标仓市场在2020年迎来修整期，这也使压制的市
场供应于2021年集中爆发。2021年，全市高标仓市场新增供应近百万
方，截至2021年四季度末，武汉全市高标仓存量推升至约478万平方米，
其市场规模为中部城市首位。区域市场表现呈现分化态势，马太效应显
现，其中东西湖及黄陂区域凭借其空港优势，租金水平位于全市前列。

展望2022年，市场将迎来近40万平方米的新增供应，存量将突破500万
平方米。根据《湖北省现代物流业发展 “十四五”规划》，武汉将建
设集应急、冷链、块地、联运等多功能与一体、设施集约的物流节点。

总存量
百万平方米

平均租金
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

空置水平

郑州 1.49 32.2 15%

武汉 4.78 24.9 28%

长沙 1.37 25.2 8%

郑州城市版块
郑州非保税高标仓存量约为149万平方米，中部城市来看规模与长沙相
近，主要分布于经济技术开发区及新郑机场板块。发达的区位交通叠加
租金优势，吸引众多物流开发商布局郑州。河南作为纺织服装、食品加
工及汽车制造大省，仓储需求也在随着产业升级而变动。物流设备的智
能化及对冷链仓储、中央厨房等业态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

郑州新郑机场是国家一类航空口岸、中国八大枢纽机场之一、四大货运
机场之一，亦是全国普通铁路和高速铁路网唯一的“双十字”中心。两
小时高铁圈及航空圈分别覆盖了全国30%及90%的人口。疫情下，中欧
班列采取了极具韧性的战略运营，在2020年，中欧班列的开行量及载
货量都创新高。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注释：郑州城市版块包含部分位于开封的项目

武汉城市版块包含部分位于孝感的项目

长沙城市板块包含部分位于湘潭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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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物流城市

*若无特殊说明，本章节中平均租金皆指含物业不含税费的租金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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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及市场趋势

▪ 非首都功能疏解机遇

北京新增物流用地及项目稀少，但是需求可观。廊坊可抓住京
津冀协同发展和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大机遇，立足服务京
津和雄安新区 。廊坊对外交通网络健全，拥有连接京津冀的
多条成网高速公路、铁路，更是坐拥北京大兴机场。

▪ 物流产业城市布局

在北三县优先发展快递、城市共同配送等，构筑服务北京城市
副中心的半小时物流配送带；中部地区发挥大兴国际机场优势，
优先发展航空物流产业链，打造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增长极；南
部地区依托现代定制家具、板材、新型环保建材等产业基础，
加快电商平台和供应链物流发展，建设专业物流发展带。

▪ 电子商务及新兴业态培育

作为廊坊积极培育的产业，在近年来不断加码相关配套设施建
设，廊坊市鼓励有产业基础和电子商务潜力地区建设商品交易、
物流快递等多维合一的产业集群。推进新兴技术的推广应用，
培育一批具有全球采购、配送能力的供应链服务商。落实国家
网络平台道路货运有关规定，积极推动网络平台道路货运发展。
发展标准化冷链物流，打造环首都一小时鲜活农产品物流圈。

总存量
百万平方米

新增供应
平方米

平均租金
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

空置水平

1.83 1,072,000 40.1 42%

供应、吸纳及空置率 —— 2021

2021年廊坊高标仓市场供应超过百万平方米，供应水平位居
全国前列，较原有存量翻升一倍有余。地域分布来看，大量新
增供应位于安次、固安、高新区等廊坊传统高标仓聚集区。而
新增供应中约六成来自易商红木及东久新宜两个开发商。

廊坊市场在2020年之前，由于整体存量较小，市场处于供不
应求的状态而长期满租。随着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计划的
提出，廊坊高标仓市场迎来了重要机遇。2021年，随着市场
上大体量新增项目的入市，市场空置水平达到新高。

截至2021年第四季度，廊坊市非保税高标仓市场空置率约为
63%，市场短期内面临着一定程度的去化压力。廊坊非保税
市场主要租户来自零售电商、快递快运及第三方物流公司。另
外诸如万国数据等数据中心服务企业也在廊坊长期租赁了高标
仓储。

城市简介：

廊坊紧邻京津，近年来借势京津冀协同发展，加快引进科
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好、带动能力强的重大产业项目，促
进产业集群集约集聚发展，培育高质量发展增长点。

传统的高标仓分布多位于广阳、安次等京津高速沿线。随
着大兴国际机场落成及交通组织完善，成熟的物流开发商
亦在固安等临近机场的区县建立了高标仓项目。

租户组成

第三方物流

57%
电商

20%
制造业

6%
零售业

6%
其他

11%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来源：业务部门估算

业务联系人：

张丽娜 GraceLN.Zhang@Savills.com.cn

于彩云 Coco.Yu@Savills.com.cn



中国物流地产苏州 16

政策及市场趋势

▪ 打造现代物流枢纽城市

支持太仓港构建商贸物流一体化创新服务体系。支持常熟加快
建设长三角时尚供应链枢纽，打造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承
载城市。支持张家港建设国家供应链创新应用示范城市。

▪ 完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

持续推进城市绿色货运配送发展，统筹规划建设城市货运配送
节点网络，引导和鼓励城市货运配送组织模式创新。引导大型
连锁物流配送基地数字化转型升级，提升第三方配送和共同配
送效率。

• 投资市场趋向活跃

受疫情冲击及经济放缓影响，传统商办地产投资在近年来步调
放缓，与之相对应的物流及工业地产在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投
资者关注。随着一线城市物流地产资本化率的下探，苏州作为
环沪最重要的物流市场，需求增长确定性高，其物流资产未来
有望更多地出现在物流仓储组合中。

总存量
百万平方米

新增供应
平方米

平均租金
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

空置水平

6.85 973,000 37.2 8%

供应、吸纳及空置率 —— 2021

2021年苏州城市板块全年供应超百万平方米。其中，张家港
及昆山供应在15万平方米左右，其余子市场供应水平相当，
在25-27万平方米之间。其中苏州城区供应主要位于相城、吴
江及高新区；太仓供应主要位于浏河、太仓港；常熟供应则主
要位于支塘区域。

苏州城区由于供应相对较大，需求同步旺盛，全年共计吸纳面
积约46万平方米，领先各子市场。吸纳主要来自城市配送、
工业制造及第三方物流的旺盛需求。

空置率方面，苏州城区及昆山子市场在2020-2021年皆稳定
在5%左右。品牌方直接大面积定制及租赁活跃。在工业园区，
包括阿迪达斯、欧莱雅等在内的多家大型企业皆有10万平方
米及及以上的大体量定制仓库。

城市简介：

苏州整体非保税高标仓市场存量规模为全国之最，占到全
国高标仓存量的近十分之一。

除市辖工业园、吴中、吴江等区域外，昆山、太仓及常熟
等区域亦形成了较具规模的市场。这些卫星城市地理位置
大多毗邻或接壤上海，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配送网络使得
以上三个县级城市承接了上海及苏州的外溢需求，同时本
土的产业发展也不断推升了城市的仓储市场增长。

租户组成

第三方物流

45%
电商及零售业

40%
制造业及其他

15%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来源：业务部门估算

由于苏州品牌方大体量定制及租赁行为较多

故此处合并电商及零售业

业务联系人：

缪博文 Bowen.Miao@Savills.com.cn

顾伟琳 Leon.Gu@Savills.com.cn

周毅为 Jack.Zhou@Savills.com.cn 



中国物流地产嘉兴 17

政策及市场趋势

▪ 嘉兴机场改造

嘉兴引入圆通，将改造原有空军机场，未来机场将“客货并举，
以货为主”。从货运方面看，皮革、羊毛衫以及快速发展的电
子信息产业都将是航空运输的重要货源，同时嘉兴具有长三角
地区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

▪ 建设与沪杭苏甬四方联动的枢纽城市

对接上海大都市圈，共建平湖金山产城融合发展区、张江长三
角科技城平湖园、上海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海宁分区。融入
杭州都市圈，深化杭嘉一体化发展，加强海宁、桐乡融杭板块
协同，联动打造新的增长极。推进嘉苏一体化发展，加强秀洲
区与苏州吴江区、中新嘉善现代产业园与苏州新加坡工业园的
深度合作，强化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产业链共建。建设甬嘉
一体化协同合作区，做大做强港口物流、临港产业等海洋经济。
推动嘉湖一体化发展，协同共建乌镇练市一体化先行启动区，
加速浙北嘉湖板块崛起。

▪ 推进保税市场发展

发挥长三角创新投资集团等作用，支持优质项目落户嘉善。支
持嘉兴综合保税区与上海外高桥综合保税区等合作，推动保税
仓储物流、保税加工制造等发展。

总存量
百万平方米

新增供应
平方米

平均租金
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

空置水平

3.16 645,000 32.8 23%

供应、吸纳及空置率 —— 2021

2021年嘉兴非保税高标仓市场新增约64.5万平方米供应，供
应水平较2020年高峰已经呈现平缓趋势。地区分布来看，
2021年新交付高标仓多位于城市南部的海盐、海宁、尖山等
子市场。

近年来嘉兴高标仓市场放量致使多层仓库租金承压显著，单层
或首层仓库租赁更受市场青睐。针对楼库的出租业主往往愿意
以更高的折扣吸引租户入驻。截至2021年第四季度，嘉兴市
空置率约为23%。嘉兴高标仓市场租户主要来自电商及制造
业区域配送中心，以及上海及杭州的部分外溢需求。随着新增
供应放缓及来自生产及生活物流需求的增加，嘉兴空置率水平
有望逐步下探。

食品加工作为嘉兴的重要产业之一，拥有包含荷美尔及玛氏食
品在内的多家食品制造商在嘉兴设厂。除高标仓外，市场对于
冷库的租赁需求维持旺盛，嘉兴冷库去化水平优于大多数长三
角区域的其他城市。

城市简介：

嘉兴地处上海、杭州、太湖三大经济圈交汇处，地理优势
明显。非保税高标仓市场自2020年以来迎来了供应高峰，
除承接来自三大经济圈的外溢需求外，嘉兴零售商品及食
品制造亦创造了可观的租赁需求。

作为连接上海及杭州的重要通道，嘉兴高标仓项目多分布
于G60及G92高速沿线。此外，也有部分高标仓位于乍浦
及独山两个港口，承接来自水路的海运需求。

租户组成

第三方物流

35%
电商

20%
制造业

20%
零售业

18%
其他

7%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来源：业务部门估算

业务联系人：

缪博文 Bowen.Miao@Savills.com.cn

顾伟琳 Leon.Gu@Savills.com.cn

周毅为 Jack.Zhou@Savill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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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及市场趋势

▪ 供应链及冷链创新发展

推动建设香港－东莞国际空港中心、阿里巴巴跨境零售进出口
全球服务中心、菜鸟网络智能物流骨干网华南核心项目、京东
亚洲一号、顺丰东莞智慧供应链科技创新总部；加快建设粮油、
水果 B2B2C 进口集散中心；打造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推
进两岸冷链物流产业合作试点。

▪ 智慧物流应用落地

建立健全物流园管理机制，建立新引进项目准入机制，推动现
有低效物流园整合改造，提升产出和效益。大力发展流通新业
态新技术，促进物流业制造业融合创新。加快衔接流通领域制
度标准，建立健全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完善以信用为基础的新
型监管机制。推广集约高效的智能物流设施应用，支持物流园
区和仓储设施智慧化升级。

▪ 东莞港总体规划

东莞港具有优越的自然地理区位条件，在经过近年的开发建设
后，已经初步形成以煤炭、 粮食运输为主的麻涌散杂货临港
产业带、以石油化工品运输为主的立沙岛石化园区、以集装箱
和保税园区为主的西大坦国际物流园区，并且从目前的发展形
势看，未来仍将有较大的发展前景。

总存量
百万平方米

新增供应
平方米

平均租金*
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

空置水平

2.05 0 40.9 0%

供应、吸纳及空置率 —— 2021

2021年，东莞非保税高标仓市场无新增供应，市场整体存量
维持在205万平方米的水平。伴随城市在基础设施建设及产业
发展带来的良性增长潜力，在过去五年，东莞人口流入及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数量明显上升。两者带来的租赁需求叠加东莞近
年来有限的仓储交付，令高标仓资产稀缺性显著。

直播电商、生鲜零售及受益于两者增长的第三方物流亦是东莞
非保税物流市场新增租赁的来源。东莞整体住户构成来看，第
三方物流及电商整体占到租户构成的55%。

受到强劲租赁需求及零新增供应的作用，东莞非保税高标市场
在2021年空置水平同比进一步下探。绝大多数子市场均呈现
了满租状态。

城市简介：

东莞地处广深连线中点位置，基础设施完善。近年来随着
公铁路交通枢纽地位显著增强，区域辐射力持续提升，道
路网络一体互联。从莞高速、南沙大桥等建成通车，进一
步完善了东莞市“五纵四横六连”高快速路网结构。

作为产业基础及人口增长强势的新一线城市，东莞在生产
及生活物流方面皆增长动力十足，整体物流市场呈现活力。

租户组成

电商及第三方物流

55%
零售业

10%
制造业

30%
其他

5%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注释：平均租金指含税含物业费的总租用成本

来源：业务部门估算

业务联系人：

王骏 Johnny.Wang@Savill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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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及市场趋势

▪ 人口突破两千万红利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成都常住人口突破两千万，十年间
常住人口增量排名全国第三，高速增长的人口带动消费需求持
续上涨，支撑成都消费基本面稳定向好。

▪ 土地供应显著回落

成都仓储物流用地市场在2020年后显著回落，2020年及
2021年分别出让仓储物流用地120.6万平方米和96.5万平方米，
同比回落40%和20%。土地市场供应放缓将在未来传导至市
场供应端，整个成都物流市场将从放量转为高质量发展。

▪ 双国际枢纽机场

2021年随着成都迈入双国际枢纽机场时代，以及成都国际铁
路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获批，城市对外贸易通道不断拓宽，门户
枢纽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有望持续为成都物流市场的需求增
长提供不竭动力。

总存量
百万平方米

新增供应
平方米

平均租金
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

空置水平

5.14 377,000 23.5 7%

供应、吸纳及空置率 —— 2021

2021年成都物流市场新增供应趋于稳定，市场新增供应主要
位于青白江区域，全市高标仓总存量约为500万平方米，整体
存量水平位居全国第三，仅次于长三角区域的上海及苏州。

零售、电子商务等行业发展基本面稳定向好，支撑成都物流市
场需求持续活跃：2021年全市平均空置率继续下降，达约7%
的近年来较低水平。

吸纳来看，随着人口增长及消费方式的转变，生鲜电商及第三
方物流在2021年的市场租赁表现亮眼。整体租户占比来看，
第三方物流及电商在整个高标仓市场租户中分别占到了约
42%及25%。除此之外，汽车零配件在内的制造业企业租赁
需求在年内亦呈现上涨势头。

城市简介：

近十年，成都常住人口高速增长，第七次人口普查常住人
口数据突破两千万，为消费行业仓储需求维持活跃奠定基
础。

“十四五”期间，成都将进一步推动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
加上近年来成都电子商务发展势头良好，促进电子商务物
流需求稳定上涨。

租户组成

第三方物流

42%
电商

25%
制造业

15%
零售业

13%
其他

5%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来源：业务部门估算

业务联系人：

陈纹卿 SusanWQ.Chen@Savills.com.cn 



中国物流地产武汉 20

政策及市场趋势

▪ 冷链物流迎来市场风口

疫情加速冷链物流市场发展进程。2020年8月，湖北省政
府印发《湖北省疫后重振补短板强功能“十大工程”三年
行动方案（2020-2022）》，启动疫后重振十大工程，以
武汉、宜昌、鄂州为重点，着力打造3家国家骨干冷链物流
基地，新增冷链库容70万吨。此后，武汉市发布《武汉市
推进物流降本增效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全市
将新建或改造多功能公共服务型冷库30万吨以上，新增标
准化冷藏车500台以上，基本建成城市配送三级网络。

▪ 高标仓迎来多层库时代

伴随城市物流仓储用地供应紧缺，开发商拿地成本增加。
武汉市规划部门出台相关政策引导工业及物流仓储项目有
单层向多层转变，高标仓储正式进入“向上生长”新时代。

总存量
百万平方米

新增供应
平方米

平均租金
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

空置水平

4.78 944,000 24.9 28%

供应、吸纳及空置率 —— 2021

2021年，武汉高标仓市场新增供应达94.4万平方米，为近十
年的供应高峰，其中超20%的新增供应落位于东西湖区域，
持续加深该区域的空港物流优势，也带动该区域市场租金水平
持续领跑全市。

伴随后疫情时代直播红利、生鲜零售、冷链物流等行业发展的
共同催化，第三方物流及电商行业需求持续增长，也成为市场
2020年及2021年的首要需求来源。2021年全市高标仓市场
净吸纳量达到43.9万平方米，同比上升35.9%。但受新增供应
集中入市，市场供求关系短期震荡，截至2021年四季度末，
全市平均空置率水平录得28.2%，同比上升6.2个百分点。

区域子市场之间表现持续分化，马太效应持续显现。东西湖区
域凭借其空港优势及稳健的市场供需关系，租金持续领跑全市，
截止2021年四季度，东西湖子市场平均租金水平录得33.0元
每平方米每月。与此同时，葛店、孝感等市场受区位限制及需
求疲弱，项目之间价格战持续深化，平均租金水平持续在低位
徘徊。

城市简介：

根据《中国城市物流竞争力报告（2021）》，武汉作为
内陆最大的水陆空交通枢纽之一，位居中国城市物流竞争
力第七位，中部第一。

从全国格局来看，中国物流版图以五大城市群核心城市为
节点形成五大极点，武汉处于“五极”中心，成为连通物
流版图的重要节点。

租户组成

第三方物流

54%
电商

14%
制造业

11%
零售业

9%
其他

12%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来源：业务部门估算

业务联系人：

周静 Andrew.Zhou@Savills.com.cn

彭辉 Orlander.Peng@Savill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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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及流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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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及流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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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北

沈阳 Y Y Y Y
大连 Y Y Y
北京 Y Y Y Y Y Y
天津 Y Y Y Y
济南 Y Y
青岛 Y Y Y Y Y Y

华
西

西安 Y Y Y Y Y
成都 Y Y Y Y Y
重庆 Y Y Y Y Y Y Y Y Y

华
中

郑州 Y Y
武汉 Y Y Y Y Y Y
长沙 Y Y Y

华
东

合肥 Y Y Y Y Y
南京 Y Y Y Y Y Y
南通 Y Y Y Y Y Y Y
常州 Y Y Y Y Y Y
无锡 Y Y Y Y Y Y Y Y
苏州 Y Y Y Y Y Y Y Y Y
上海 Y Y Y Y Y Y Y Y Y
杭州 Y Y Y Y Y Y
宁波 Y Y Y Y Y Y

华
南

福州 Y Y Y Y
厦门 Y Y Y
广州 Y Y Y Y Y
东莞 Y Y Y Y Y
深圳 Y Y Y Y Y Y
惠州 Y Y Y
佛山 Y Y Y Y Y
江门 Y Y Y

各产业增值指标同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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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持生产环节的竞争力和技术领先，制造业被视为中
国长期经济策略的关键部门。部分低附加值产业已被转
移至西部省份或其他国家，东部省份则专注先进制造业
及与医药医疗设备、新能源汽车、可再生能源等产业研
发结合的新经济领域，目标不仅限于自给自足，还将帮
助建立新经济产业标准。

202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26.2%，相比十年
前下降5.4个百分点（主要由于服务业占比上升迅猛），
但水平仍远高于美国（10.9%，2019年）和英国
（8.6%，2020年）等大型经济体， 略高于亚洲邻国日
本（20.3%，2019年）和韩国（24.8%，2020年）。

全国产业地区分布

来源：国家统计局，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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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用地
主要城市工业用地成交稳健

23

制造业仍是中国经济、商业、劳动力的支柱，其在
2020及2021年对GDP贡献率分别达43.3%及38.4%，
为近五年较高水平。在贸易摩擦、 债务危机及供给侧
改革背景下，工业用地出让保持韧性表现。在2014至
2017年间，一度下滑至每年60至70万亩，但此后回
升至2018-2021年的每年80至90万亩。土地成交价
格也在2021年达到每亩30.7万元的历史新高，相比十
年前上涨近50%。价格上涨大部分归因于用地容积率
同期从1.07上涨到1.58。2021年工业用地可建面积总
量达到8.98亿平方米，平均楼面价保持相对稳定，达
到每平方米人民币291元。

大部分工业土地出让仍集中在长三角及渤海地区，包
括南通、苏州、嘉兴、宁波及北方的唐山、青岛、天
津等城市。大湾区拍出地块较少，但较高的容积率 —
— 广州（3.3）、惠州（2.7）及佛山（3.1），意味
着按建筑面积排名，大湾区一些城市仍旧排进成交额
前十，土地成交单价也相对高于其他地区。

开发商和建造商在工厂设立的选址上有多种考量。土
地价格是其中最显著的成本，同时劳动力储备、基础
设施、租金及当地监管都是重要的考虑因素。

近五年出让面积最多的10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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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指数研究院，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来源：中国指数研究院，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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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门槛
在全国热门工业节点城市，政府对工业类项目通常有一定的税收强度和投资强度要求

24

深圳居于工业用地租金榜首，龙华区达到人民币每平
方米每月65-70元，而东部的坪山区则折半达到人民
币每平方米每月30-35元。其他一线城市紧随其后，
上海及北京最高价分为达到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55和
50元。租金较低区域则出现在这些城市以外的主要经
济聚集区，如南通海安及如东的经济技术开发区，租
金可达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10-15元，或武汉新洲及
成都金堂，租金可低至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15-20元
之间。

工资水平由不同产业和所需技能而定，但最低工资水
平也存在巨大地区差距。2021年底，上海最低月工资
标标准为人民币2,590元，而在安徽则为人民币1,650
元。

政府对工业用地监管趋严，包括更为严格的环评标准
或碳排放限制，或要求产业集群升级。过去几年监管
对最低缴税及投资门槛有明晰的规定，一般与设施规
模、与城市群核心距离及经济水平相关。该举措在增
加税收的同时迫使一些低附加值产业迁出，为产值更
高的企业让出空间。一线城市更为中心的区位，要求
投资强度可达每亩1,500万元人民币，同时每亩税收
超过人民币200万元。

20 30 40 50 60 70

深圳
上海
北京
苏州
天津
东莞
廊坊
广州
无锡
佛山
重庆
成都
武汉
嘉兴
长沙
常州
南通

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

租金水平税收及投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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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 长沙, 郑州, 天津, 廊坊, 东

莞, 佛山, 成都, 重庆

杭州, 南京, 常熟, 昆山, 太仓

上海, 北京, 广州, 苏州市区

上海, 北京, 广州（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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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亩

税收强度 (下轴)

投资强度 (上轴)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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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投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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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基金募集

基金名称 状态 策略
基金规模

（百万美元）
基金经理

专注物流资
产

ESR China Development Platform 募集中 开发基金 4,000 ESR 是

Gateway Real Estate Fund VII 首轮募集结束 机会型 2,500 Gaw Capital 否

GLP China Logistics Fund III 首轮募集结束 机会型 2,000 GLP 是

Warburg Pincus Asia Real Estate 募集中 机会型 1,500 Warburg Pincus 否

LaSalle Asia Opportunity Fund VI 首轮募集结束 机会型 1,500 LaSalle 否

New Ease Gold Development 募集中 机会型 1,000 New Ease 是

Sino-Ocean Logistics Fund 募集结束 价值增值型 400
Sino-Ocean 

Capital
是

SilkRoad Core-Plus Real Estate Fund 募集中 次核心 400 Silkroad 否

Keppel China Logistics Property Fund 募集结束 机会型 216.48 Keppel Capital 是

CapitaLand RMB Real Estate Fund 计划 价值增值型 TBC CapitaLand 否

物流资产相关基金募集活跃，干火药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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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主要投资目的地为中国且投资资产类别含物流资产的基金

目前市场上有多只面向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基
金完成或正在募集。远洋地产、东久新宜、
普洛斯、易商红木等都在积极募集投资物流
资产的基金，持续加码这一不断快速发展的
板块。及时同为物流资产，不同基金的投资
策略也各不相同，针对不同的项目位置、资
产品质及所处开发阶段，投资策略分为核心、
次核心及机会型等。

来源：Preqin，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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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物流资产成交目的地前十位

成交总额：百万人民币

广州

2,190

南昌

1,650

无锡

1,289

合肥

981

东莞

802

北京

649

郑州

640

重庆

582

成都

455

上海

9,775

投资成交
成交活跃，资本回报率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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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投资者积极追捧下，物流仓储成交额自2015
年以来连续大幅上升。近年成交趋势主要体现
在如下几点：

▪ 由于物流资产单项资产标的较小，为实现规
模化，提高收购效率，物流资产成交多为资
产包成交；

▪ 随着物流市场格局不断成熟，更多的投资者
选择与一些已有一定规模的物流平台合作；

▪ 一线城市可选择项目有限，资产价值高，投
资者愈加关注一线城市周边且交通便捷的项
目；

▪ 玩家更多元化。过去物流领域主要由境外资
本主导，近期市场上出现一些境内投资者和
开发商进入或扩大在该领域的布局；

▪ 资本回报率不断受压，一线城市及次一线城
市高标仓收益率已降至5%以下；

▪ 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的成功推出将会为整个
物流市场带来更多的流动性。

来源：RCA，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注释：仅包含超过人民币1亿元的仓储物流及冷链物流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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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回报率
一线城市核心资产收益率卖家多要求5%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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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资本持续追逐房地产热度
不减，也给所有资产类别的收益率带来压力，而
物流却展现其较为丰厚的投资回报之余，同时迎
来第三方物流、电商和零售租户的上升需求，因
而备受青睐。资产价格攀升，收益率相较十年之
前已减半，一线城市利率徘徊在4.5-5.5%之间，

正逐步趋向与市中心甲级写字楼相当的水平。在
这样的背景下，投资思考的问题是，回报率还会
再低多少？一线城市的供需错配是否仍将持续？
而当业主为了达到内部收益率目标而提高租金时，
被周边城市低租金所吸引的租户是否会退缩？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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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平台等更大范围的电商
崛起、先进制造业、地区贸
易、生鲜及医药、B2B / 
C2M / 供应链物流商等将持
续支持高标仓市场需求。

未来供应仍将聚焦关键消费
枢纽及卫星城市：广州、上
海、天津、苏州。

仓储类型方面，未来供应及
改造将更多注重智慧仓储以
及聚焦在可持续方向的设施。
此外，包括工业制造、干改
冷、加工等多用途混合空间，
以及定制仓、楼库、电商自
建仓等也将越来越多见。

租户未来仍将面临疫情持续、
贸易紧张以及成本上升带来
的挑战；而对于物流开发商
而言，土地获取、监管收紧
以及日趋激烈的竞争环境是
未来主要面临的挑战。

在投资方面，投资者将更加
多元、REITs带来新的退出
渠道、重点聚焦关键枢纽城
市、越来越多的资产包成交
以及翻新机会等都将是未来
一段时间的趋势。

展望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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