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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传统住宅与商业地产整体存量过剩、

市场竞争激烈，产业地产以其低风险、高

回报的特点逐渐受到青睐，加之政府政策

的强力支持，一跃成为近些年来房地产投

资的热点。当前，国内某些知名房地产开

发商、实力制造企业、国际投资商均将目

光投向中国产业地产市场，纷纷涉足产业

物业的投资开发，华南区更凭借其成熟的

经济体系与活跃的产业变革，成为了产业

地产投资者试水与扩张的重要区域。

尽管产业地产发展前景广阔且有利好政策

支持，但对于投资者或者转型的房企来说

仍然存在很大风险，因为当前其开发运作

模式存在很多盲点，在园区定位、资本运

作、产业链搭建、运营管理、招商服务等

方面都具更高要求。

仲量联行一直致力于产业地产方面的研

究与实践，并有幸参与了国内众多标杆

性产业地产项目的开发建设。在《广

东产业地产2017年白皮书》中，仲量联

行将产业地产分为“物流地产”和“产

业园地产”两大板块，从政策指导、 

产业推动、市场规范以及企业运作等诸多

层面，深度解析近几年广东产业地产的全

局表现，为产业地产的研究者提供前沿资

料，为地产企业前线的操盘者提供具有价

值的信息，共同推动广东产业地产市场的

规划与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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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2025是中国版的“工业4.0”规划，要实现工业大国到工业强国的转变。 

其中，作为实体产业承载与布局的产业地产，也将迎来春天：

广东产业地产发展宏观环境分析

• 楼市调控继续推进，广东省将严控商业地产项目审批，房地产企业开
发商业地产项目更加谨慎，部分资本涌入产业地产；

• 规划和政策为广东产业地产发展提供良好支持。

广东省生产总值与工业增加值基本经济指标

在全国产业升级的大环境下，广东省
逐渐步入“经济新常态”的发展阶段，
产业改革继续深化。广东省 GDP 增长
速度、工业增加值增速均有所放缓。
2016 年全年，广东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7.95 万亿元，同比增长 7.5%。

一线城市继续处于领导地位

广州、深圳是广东省内的领军城市，
在产业升级转型及优惠政策等的引导
下，两市经济增长持续良好，科技地
产蓬勃发展，受文化创意产业、电子
商务等产业兴起，拉动新兴工业地产、
物流地产的开发潜力。

“双发动机”协同发展       

2016 年，珠三角地区九市除肇庆外
的 GDP 增速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粤
东、粤西、粤北地区经济强势增长有
所减缓（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平均增
长 7.6%，比珠三角高 0.9 个百分点；
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长 7.1%，比珠三
角低 4.2 个百分点 , 增速创新低—2016
年数据）。

产业地产具有广阔市场       

在新常态下，作为广东重点发展战略，
产业转型升级仍是未来 3-5 年的主攻
方向。作为产业转型的载体，产业地
产也具有广阔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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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重点城市宏观经济数据

广州 深圳 珠海 佛山 惠州 东莞 中山

规模

常住人口（万） 1350.11 1137.89 163.41 743.06 475.55 825.41 320.96

GDP（亿元） 18100.41 17502.99 2024.98 8003.92 3140.03 6275.06 3010.03

增长

居民消费价格 1.70% 2.20% 1.70% 1.60% 1.90% 1.40% 0.80%

工业增加值 6.90% 7.70% 9.30% 7.70% 10.00% 5.30% 7.50%

GDP 8.34% 9.38% 8.45% 7.56% 4.65% 6.69% 6.62%

基础设施

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 5406 3298.31 1305.14 3035.52 1863.93 1446.52 1055.4

实际使用外资总额 
（亿美元） 54.16 64.97 21.78 23.77 11.05 53.2 4.57

出口总额（亿元） 5034.67 16415.39 1794.84 2999 347.76( 美 ) 6435.3 1738.89

发展潜力

工业投资占固定投资
比重 13.90% 17.90% 19.80% 40.10% 38.40% 29.90% 30.70%

第二产业投资
增长率 8.70% 13.40% -6.30% 26.50% 39.90% 6.90% -37.40%

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46734.6 44633.3 36157.9 38501 25220 38651 35712

劳动力和科技

工业企业新
产品产值（亿元） 6391.35

第二产业年末
就业人数（万人） 284.28 297.36 554.26

工业企业 R&D
人员（人） 80169 172522

数据来源：广东省各市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广东省各市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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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

2015 年重点城市三大产业产值比重（%)

产业结构

广东省工业产业增长速度趋于平稳，
总量规模仍然处于领先地位，大力
推进的产业转型升级战略取得明显成
效。2016 年 广 东 省 三 大 产 业 比 重 为
4.7:43.2:52.1，第二产业有所下降，第
三产业的企业数量和经济总量比重不
断提升，第三产业不断提速 , 产业结
构持续优化。

广州市 – 大力推进高新、新兴产业

从 2013 年起，广州市重大投资项目主
要集中在节能园区、创新基地等产业
基地的建设，承接高速发展的服务业
和高新企业的需求；   

目前广州已建成天河移动互联网产业
集聚区、广州云埔电子商务园区等新
兴产业基地，以及黄埔区智能产业园、
高新区等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众多产
业基地 / 园区的建立，为战略性新兴
产业提供良好的产业空间；

随着华南区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广
州市打造广东国际商贸城等物流基地
的需求也更加旺盛。

深圳市 – 优化调整产业结构

通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经
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力度，形成了互联
网、生物医药、新能源、文化创意、
新材料和新一代信息技术六大战略性
新兴产业和生命健康、航空航天、海
洋、军工四大未来产业，产生了大规
模工业地产需求；

福田区、罗湖区继续保持产业中心区优
势，引入总部经济、现代服务业等高端
产业；南山区依托高新技术、高等教育
和深港创新等资源，布局发展新能源、
生物和互联网产业；龙岗区发展高新技
术产业、先进制造业等产业，建立宝龙
高新园、华为科技园等创新园区，并向
东莞惠州等地形成辐射。

其他城市—振兴发展战略有所成效

东莞市在电子商务、传统产业升级上
推行了一系列政策，支持利用存量土
地兴办电子商务企业和园区，促进东
莞电子商务企业发展迅速；

佛山市在全省率先展开“互联网 +”行动，
建设 10 个“互联网 +”专题产业园区或孵
化器，带动了大批中小微企业的发展；

粤东、粤西、粤北地区承接产业转移
大潮中部分资金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
产业，区域工业经济增长渐稳，规模
以上工业用地需求增加。

数据来源：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广东省三大产业增加值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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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政策支持

自贸区优惠、开放、自由的政策吸引了一大批企业的入驻，自贸区包括自贸区附带产业也得到快速发展，作为产业载体
的工业地产也将呈现较好的增长趋势。

南沙自贸区
南沙自贸区以工业生产和港口物流
为主，规划出约 12.7% 的面积以供
工业生产使用，36% 的面积用于
发展港口物流产业。

前海自贸区
前海自贸区中妈湾片区重点发展现
代物流、航运服务、供应链管理等
产业，打造具备区域生产组织中枢
和国际供应链管理中心功能的保税
区港。

横琴自贸区
横琴自贸区以建设珠江口西岸地区
的区域性商务基地、科技产业园等
为主要目标。

数据来源：仲量联行统计数据 数据来源：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

自贸区成为产业发展一大推力

• 在自贸区内推行的海关、税务、检
验检疫等方面的一系列政策利好刺
激了跨境电商企业的发展，从而带
动了保税区物流仓储设施需求不断
增长。

• 叠加原有新区政策后，双重政策利
好刺激了贸易、金融、物流类企业
入区注册数量的快速增长。以南沙
为例，其优质物流仓储租金增长远
远高于全市平均租金水平的增长。

政策利好刺激工业结构优化

广东省及各地市出台的经济发展、工
业转型升级政策，都大力推进了以工
业为主战场的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举措，刺激工业地
产再迎来新的发展。

• 从2013年至2017年，政府投入专项
资金135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园区基础
设施建设、招商引资、产业集聚和
企业创新；

• 出台对示范产业园、考核优秀产业
园区和集约节约用地水平较高的产
业园区给予转向用地指标支持等扶
持政策；

• 2016年，广东省推进土地市场改革
试点，逐步建立以租赁为主、出让
为辅的工业用地供应制度，降低工
业用地成本。

城市更新扩大供应用地规模

• 广州市实施“退二进三”政策以来，
发布了统筹产业布局和升级、加强
工业土地监管等系列政策，并提出
了工业用地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
提高国家重点产业支持的发展；

• 2009年12月，深圳市正式颁布《深
圳市城市更新办法》，截至2016年11
月已累计审批通过约102,850,000㎡
城市更新建筑面积，城市更新项目
投资达2448亿元。

• 深圳市针对旧工业区综合整治作出
放宽准入条件、提高开发强度、地
价优惠、延长土地使用年限等九项
优惠措施，特色园区和创新型产业
用房新增需求体量。

南沙保税区保税仓库平均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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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地产
中国物流业规模在不断壮大，物流地产也得

益于市场扩张、团购零售增长及电子商务的

崛起而长期保持强劲增长。值得注意的是，

经济发展增速的放缓会限制需求，并随着更

多投资者进入物流领域，预期将出现局部

供应过剩现象。然而，相对于华东、华北区

域，华南物流地产市场总量当前仍处于供应

不足的状态。

未来物流板块将由零售配送、国内和跨境电

子商务、制造业供应链以及进出口贸易等不

同领域共同构成。

市场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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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地区物流地产前景

电子商务和全渠道零售提
振物流业

现代物流仓储需求的主要驱动力
仍是中国实体零售市场的扩张以
及大型制造业基地的建设。如今，
电子商务和全渠道零售的崛起已
经成长为新的增长引擎。统计显
示，2013 至 2015 年， 广 东 省 电
子商务交易额年均增长率达 30%
以上 1。2016 年，广东电子商务交
易额达到 4.35 万亿元，稳居全国
首位，跨境电商成为外界关注的
焦点 2。

同时，政府已经明确将电子商务
作为拉动内需的关键产业之一，
正在陆续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加
快现代物流网络建设，以支持电

子商务的发展。电商企业以及第三方
物流运营商的强劲需求，很好地互补
了其他领域疲软的需求。很多电商企
业也正积极建设自用仓储设施。

与此同时，第三方物流公司对非保税
仓库的租赁需求也持续旺盛。电商租
户承租的稳定性，加速了开发商对物
流地产的投资。

更高效率需求带动物流品质
标准升级

研究显示，目前电商自建物流在配送
时效方面明显优于第三方物流公司，
而物流配送效率逐渐成为物流行业竞
争力的重要一环。受到日益加剧的竞
争压力影响，第三方物流公司需要加

快整合物流仓储空间、寻求规模化效
益。随着最终用家越来越趋向于将多
个独立的物流设施整合到更大型的多
功能仓储设施内，物流开发商们开始
提升新物业供应的建设规模及服务范
围。

近年来，物流开发商在建设新的物流
项目时有两个主要趋势。首先，货梯
仓库由于实用性及操作效率均相对较
低，将会逐渐被坡道仓库取代。另一
方面，受物流用地供应越来越紧缺的
限制，对于土地集约化利用的要求越
来越高，开发商更趋向于建设多层仓
库，而单层仓库的供应则更加有限。

市场观察

1、2，数据来源：《广东省电子商务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16-2025)》、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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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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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广深四市优质非保税仓库平均空置率走势

北上广深四市优质非保税仓库租金可比年增长率

主要城市物流仓储设施 
总量分布

根据仲量联行甲级物流仓储总量数据，
深圳和广州目前甲级仓储存量占据珠
江三角洲物流体系主导地位，储量分
别达到 282 万平方米和 204 万平方米，
同时也是华南区的一级物流中心。

广深周边的东莞、佛山和惠州也在加
快建设物流基础设施，以支持其重要
制造业中心的产业特色，为华南区的
次级 / 专业物流中心。

一线城市物流园区市场表现

截至 2016 年第四季度，广州和深圳的
非保税仓库平均租金分别约为 1.14 元
/ 平方米 / 天和 1.34 元 / 平方米 / 天。      
广州、深圳现处于仓储需求高速发展
阶段，根据可比增长率来看，近两年
北京上海非保税仓库租金增速开始放
缓，而广深则仍然保持稳定增速，且
空置率维持在较低水平，市场稳定性
较好。低地价和低空置率正吸引越来
越多投资者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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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广深四市优质非保税仓库平均空置率走势

北上广深四市优质非保税仓库租金可比年增长率

广东物流园区开发商进驻 
情况

十年前，外国开发商（如普洛斯、嘉
民和安博中国）和本土开发商（如宇
培和宝湾物流）便发现中国高品质物
流仓储空间严重匮乏的问题和物流产
业潜在的商机。随着开发商和第三方
物流公司在华南片区的不断深耕，目
前，华南区已经形成一批极具代表性
的内外资物流开发商及第三方物流公
司（3PL），如下述布点图所示，各
开发商及第三方物流公司已经在珠三
角以广深为中心辐射的大部分城市持
有物流项目。

宏观政策鼓励物流产业升级
转型

长期以来，土地供应不足制约了华南
城市物流业发展，但近年来地方政府
正逐步加大对物流业的重视。尽管政
府仍然偏好具有更高产出价值的制造
业，但政府越来越意识到，高效物流
网络是城市竞争力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

2014 年 11 月，广东人民政府印发《推
进珠江三角洲地区物流一体化行动计
划（2014-2020 年）》，以推进珠三
角物流市场、网络、产业、信息、标
准以及营商环境等多方位的一体化发
展，构建珠三角现代物流体系。六个
“物流一体化”的深入实施，为物流业
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物流园区基础
设施建设、服务国家及行业标准的衔
接、城市配送等问题将陆续得到有效
解决，为促进全省快递融入综合交通
运输体系、加快发展奠定了基础。各
市也纷纷出台相应政策吸引物流行业
公司入驻。

珠三角三小时物流经济圈

来源：仲量联行

JLL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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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园地产
尽管起步较晚，但受益于良好的制造业基础

及科技文创等产业快速发展的带动，以及产

业升级加速，传统领域结构性改变，新兴领

域迅速崛起的背景下，华南区产业园区发展

正步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目前，华南区

产业园区市场整体表现良好。未来，随着科

技创新、文化创意、生物医药、节能环保、

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与工业地产结合的进

一步升温及相关政策逐步落地，加之核心商

务区的需求进一步外溢，华南区产业园区将

迎来更活跃的市场需求。

随着产业园地产成为全新的投资热点，跨界

发展、品牌输出、产业运营、创客兴起成为

华南区产业园发展新特征。全新的市场特征

在带来更多的开发思路，同时也导致更复杂

的竞争环境。差异化竞争优势、可复制运营

模式成为园区开发的重要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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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园分布

深圳市产业园主要集中在罗湖区、南
山区、福田区、龙岗区、宝安区。 其
开发运营模式仍以传统的房地产模式
为主，即通过出租或销售园区内的物
业获得收益。深圳市政府出台的针对“三
旧改造”的鼓励政策，针对产业园项目
的落户提供了土地优先安排、创业基
金、信贷支持等优厚的保障政策。深
圳华侨城创意园就是“三旧改造”的代
表项目。

广州市产业园分布在天河区、海珠区、
番禺区、荔湾区、白云区、黄埔区。
政府在早期的大型产业园开发中占主
导地位，以天河智慧城、科学城及知
识城等为代表。近年，产业园开发模
式趋于多样化，出现了以 TIT、红砖
厂及羊城同创汇等为代表的“三旧改造”
案例。

目前广东省运营相对成熟的产业园主要集中在广州、深圳等城市。

JLL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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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主体趋于多元化

随着经济增长放缓，房地产市场利润降低，较多的外沿领域企业转战工业地产这一“蓝海”领域。

• 随着万科云入市、金地收购威新科技园，标志华南区的传统房地产商开始抢滩工业地产；

• 顺丰电商园、国光2025PARK等项目兴起，标志传统实业企业跨界工业地产；

• 清华启迪科技园、天安数码城集团等成熟工业地产开发商，开启其品牌及运营管理输出之路；

多元的开发主体，一方面导致竞争环境更为复杂；另一方面，通过竞争促使开发模式更趋成熟。

数据来源：《广州市加快发展科技服务业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

产业地产开发主体及其发展优势对比

市场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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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观察

“创客”浪潮翻腾，众创空间
雨后春笋

在国家“全民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
下，“创客”成为一种新浪潮。而在“创
客”浪潮的驱动下，新型的创业孵化生
态系统——众创空间，呈爆发式增长。
据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会的统计，截
止 2016 年年底，广州市登记的科技企
业孵化器数量 203 家，其中，国家级
科技企业孵化器共有 21 家；全市登记
众创空间 115 个，其中国家级众创空
间 45 个。

脱离地产的产业发展模式成
趋势

目前华南区产业区已进入逐步成熟阶
段，未来城市经济的发展以及产业结
构的持续优化，华南区的产业园区将
迎来更为成熟稳定的发展环境。但外
围环境稳定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未
来华南区的市场竞争也趋于激烈。 单
从广州和深圳两个城市来看，预计未
来 2 ～ 3 年将有大量新增供应上市。
在逐渐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产业园区
如何摆脱地产的单一运作模式，通过
产品开发、运营模式创新、园区服务
创新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成为每个
工业地产开发商需要考量的重要问题。

一方面，作为“双创”的重要载体，“众创”
空间成为激活科技创新的又一推动力，
对于科技产业的发展以及活跃研发办
公物业的需求，有着长足的影响。另
一方面，随着井喷式供应增长，众创
空间逐步呈现空间资源过剩，配套服
务能力不足，同质化竞争激烈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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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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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带动园区发展

文化创意产业园，顾名思义，是与文
化关联的产业规模集聚区，集生产、
交易、休闲、甚至居住为一体的多功
能园区。

2015 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为 2.7 万
亿元，与 GDP 的比值为 3.97%，其中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文化创意产
业增加值共 8782.3 亿元，占全国产业
增加值的 32.2%。

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作为文化产业集聚
发展的重要依托和载体，也主要分布
在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
深圳等。2004 年到 2015 年底，文化
部命名了六批共 335 家国家级文化产
业示范基地，其中北京 、上海、深圳、
天津、广州五个城市的分布最多，分
别是 28 家、15 家、10 家、9 家和 10 家。

目前广东省运营相对成熟的文化创意
产业园都主要集中在广州、深圳等城
市。

图：2015 年中国各城市文化产业增加值

图：2004 年 -2015 年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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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地产中，科技类产业园区项目表现尤为活跃，长期看好

华南区优质科技产业园区起
步晚，发展快

华南区科技园区的起步，以信息技术
兴起发展为主要诱因，为此，华南区
科技园开发主要集中于广州和深圳两
个产业基础良好的城市。

同比北上两市，广深的科技园区起步
相对较晚。根据仲量联行对中国重点
城市科技园区总量统计，目前深圳和
广州科技园区存量分别达到 698 万平
方米和 620 万平方米，共约 1,318 万
平方米。

尽管起步晚，但广深两市的科技园区
发展活跃。2012 年以后，广深两市的
科技园区新增供应速度明显快于其他
两个一线城市。以广深为代表的华南
区科技园区物业正进入快速发展的黄
金时期。

华南区科技园区市场表现良
好长期投资回报看好

受益于良好的制造业基础及科技产业
快速发展的带动，广深两市的科技园
区物业的整体去化情况较为理想，尤
其是深圳，得益于良好的产业基础和
创新技术转化氛围，其科技研发物业
租赁情况较好，空置率较低。

租金方面，受旺盛的需求和相对优越
的地理位置带动，拉升了区域租值，
广州与深圳科技园平均租金达分别为
80 元 / 平方米 / 月和为 131 元 / 平方
米 / 月。

未来，预期受新增供应集中上市的影
响，华南区科技园整体空置率将在短
期内有所上升。从租金方面，受市场
需求的推动，预计华南区租金仍保持
上升趋势，但受空置率上升影响，租
金增长速度将有所放缓。预计广深两
市 2017 年的租金增长率将维持在 5%
左右。

2009 － 2016 年北上广深四市科技园区存量增长率对比

2016 年北上广深四市科技园区总存量对比

备注：本章节科技园区的统计标准：园区已开发的总存量在3万平方米以上的产业园区。

数据来源：仲量联行华南区工业地产部监测数据

2016 年北上广深四市科技园区空置率对比

数据来源：仲量联行华南区工业地产部监测数据

数据来源：仲量联行华南区工业地产部监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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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松的产业政策带动 
活跃的需求

近两年，以《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
快科技创新的若干政策意见》的颁布
为起点，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
城市纷纷出台系列的科技创新驱动落
实性政策，分别从企业研发投入补助、
科技孵化器的建设、创新人才支持等
方面，为企业创业创新提供全方位的
政策支持。

随着各城市创新政策的逐步完善与落
实，将为华南区科技企业带来更为宽
松的创新环境。区域科技创新发展能
有效带动区域研发型物业的需求增长。
科技创新的需求更为华南区科技园区
重要的需求来源。

核心商务区的高租金成本 
推动部分需求外溢

部分高端写字楼租户受到中心城区写
字楼的租金快速上涨的影响，逐步向
租金更低的区域转移，优质的科技园
区在园区环境、产业政策、租金成本
等方面具有优势，有机会承接外溢客
户的落户。根据仲量联行对甲级写字
楼的监测，2016 年第四季度，广深两
市的甲级写字楼租金分别为 169.1 元 /
平方米 / 月和 260 元 / 平方米 / 月（毛
租金，基于建筑面积），比同城的科
技园区租金分别高出 111% 和 197%。
预计随着核心商务区高端写字楼租金
进一步上扬，外溢需求将更为显著。
中心城市核心商务区的外溢需求成为
华南区科技园区重要的客户来源之一。

科技创新活跃和核心商务区需求外溢，将成为推动华南区科技园区长足 
发展的两大强力引擎。

2014-2016 年 
华南区重要城市科技创新的主要政策措施

广东省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科技创新的若干政策意见》 
（简称粤府 (2015)1 号文）： 

深圳市 

《深圳经济特区科技创新促进条件》 
《关于努力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决定》 
《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若干措施》 
《关于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的若干措施》 
《关于促进文化与科技融合的若干措施》 

广州市 《中共广州市委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决定》
以及系列配套措施的“1+9”创新驱动系列政策 

佛山市 《佛山市人民政府贯彻落实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科技创新的若干政
策意见的实施意》 

东莞市 《东莞市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走在前列的意见》以及系列配套措施的
“1+N”创新驱动系列政策 

中山市 《中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若干意见》 

JLL观点

2016 年第四季度广州深圳甲级写字楼和科技园区 
租金情况对比（毛租金，基于建筑面积） 
单位：元 /平方米 /月

城市 甲级写字楼 科技园区 

广州 169.1 80

深圳 260 131

数据来源：仲量联行华南区工业地产部及市场研究部的监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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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总结以上观点，我们还观察到了以下趋势：

• 在产业升级的大环境下，产业地产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随着广东楼市调控继续推
进，部分资本涌入产业地产。未来，在规划和政策的支持下，广东产业地产发展仍有
较大的发展空间。

• 物流地产近年长期保持强劲增长，未来物流板块将由零售配送、国内和跨境电子商
务、制造业供应链以及进出口贸易等不同领域共同构成。各行业的迅速发展，让广东
区域标准物流仓储的市场总量仍供应不足的状态。

• 广东区域产业园区正步入快速发展时期，现时运营相对成熟的项目主要集中在广州、
深圳等城市。其中科技类产业园区项目表现尤为活跃，长期看好。未来，广东产业园
区发展将受科技创新活跃和核心商务区需求外溢的持续推动，差异化竞争优势、可复
制运营模式成为园区开发的重要命题。

 
广东产业地产发展正在向规范化、专业化和优质化步入，我们共同期待新形势下产业地产的发展
能为广东带来更新、更强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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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 +86 22 8319 2230

武汉
中国湖北省武汉市 
江岸区中山大道 1628 号 
武汉天地平安金融中心 3202-03 室 
邮政编码 430014
电话 +86 27 5959 2100 
传真 +86 27 5959 2144

西安
中国陕西省西安市 
雁塔区南二环西段 64 号 
凯德广场 2202-03 室 
邮政编码 710065
电话 +86 29 8932 9800 
传真 +86 29 8932 9801

香港
香港皇后大道东 1 号 
太古广场三期 6 楼

电话 +852 2846 5000 
传真 +852 2845 9117 
www.jll.com.hk

澳门
澳门南湾湖 5A 段 
澳门财富中心 16 楼 H 室

电话 +853 2871 8822 
传真 +853 2871 8800 
www.jll.com.mo

台北
台湾台北市信义路 5 段 7 号 
台北 101 大楼 20 楼之 1 
邮政编码 11049
电话 +886 2 8758 9898 
传真 +886 2 8758 9899 
www.jll.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