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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公寓市场排名 
  全美各城市由于稳定的就业率，较低的空置率，

加上租金的增长，驱动全美公寓市场在2016年持
续攀升。特别是旧金山和和其周边的圣荷赛地区，
由于快速的就业增长和对住房的强烈需求，这两个
地区公寓市场排名全美第一，同时奥克兰地区由于
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晋升增长最快城市之一。其
他的城市和地区，例如波特兰，西雅图和波士顿，
由于就业率增长，同样位列于前位。

  亚特兰大地区和Riverside-San Bernardino 
由于地区经济的改善，晋升于排名前20。中部市场
发展强劲，整体排名靠前，其中领先的为Austin和
Dallas地区，休斯顿有所下滑。

  尽管中西部市场前景看好，但依然位于排名落
后的1/3的位置。值得注意的是，底特律由于经济
复 苏 迅 速 ， 成 为 排 名 上 升 最 快 的 城 市 。 由 于 人 口
增长缓慢和就业率低的影响下，Jacksonvil le 和 
St.Louis 地区排名垫底。

全美经济状况 
  由于消费支出增加，住房和非住房建筑市场的

扩充，加上政府加大基建支出，带动全美生产总值
较去年同期出现温和增长。由于美金在国际货币市
场的持续走强，可能会抑制未来几个月全美经济的
继续扩张。预计2016年，GDP将从1.5%增长到
2.5%。

  续去年250万个就业岗位的增加，雇主将继续扩
大雇员编制，在2016年将继续创造260万个就业机
会。2015年下半年，失业率徘徊在历史最低点左
右，这表明，雇主们将继续扩大经营范围，创造更
多的就业岗位。

  在全美经济和就业市场形势大好的情下，2015
年 国 外 市 场 一 片 萧 条 。 国 际 经 济 整 体 的 不 景 气 ，
在 2 0 1 6 年 将 对 美 国 国 内 市 场 造 成 一 定 的 负 面 影
响。2014年第三季度GDP增长为3.5%，相对第
2季度的4.6%有所下滑。零售行业销售量较最高
峰时期，增长了18%。雇主新增了270万个工作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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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不仅填充了经济衰退时期流失的工作岗位，同
时还保持了2%的增长。

全美公寓市场概况 
  公寓租赁市场在去年一年保持持续增长，2015

年全美空置率为4.2%。2016年，由于市场新建公
寓数量的增加，将造成统计数据上的空置率增加。

  由于就业机会的增加和工资的增长，2016年租
金市场预计平均增长5%。千禧年和婴儿潮时期积
极的人口发展趋势，也将刺激住宅市场未来的需求
量。

  开发商将在2016年在市场上投放285,000个新
的租赁公寓单元，超过2015年新建的250,000个
租赁单元。多住户住宅开发市场全美范围内继续攀
升，以满足市场日益增加的需求。大量的新房屋上
市，将在一些城市造成空置率上升。

资本市场 
  在短期贷款基准期待已久的加息情况下，美联储

将继续监控经济发展趋势。随着联邦储备委员会第
四季度采取的加息行动，标志着其对经济复苏的信
心，但随着加息对通货膨胀的抑制，2016年经济
将保持温和增长。下一次增息可能会发生在2016
年下半年。

  在借贷方面，银行比2008年高峰时期更为谨慎
和小心，以抑制高风险的杠杆效应。银行将继续控
制借款标准来降低违约的风险，同时在未来几个月
控制借款人数量。

投资展望 
  健康的房地产投资环境加上人口的逐年增长，带

动了2015年公寓市场的发展。 全美最热门的市场
占据交易总量的绝大部分，但次级市场同样异军突
起，也取得了客观的市场份额。

  随着A级地产投资市场逐渐饱和，投资回报率降
到5%的情况下，开发商将继续寻找新的高投资回
报的地区和项目。右，这表明，雇主们将继续扩大
经营范围，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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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加油站
加州｜圣何塞

售价 :: 295 万美元

回报率 :: 7.5%

占地面积 :: 2,832 平米

建筑面积 :: 112 平米

租约担保 :: 总公司担保

住宅开发用地
加州｜旧金山

售价 :: 998.8 万美元

容积率 :: 1.8

占地面积 :: 0.17 英亩

建筑面积 :: 

土地规划 :: R-H2

牙医诊所
加州｜Carson

售价 :: 545.8 万美元

回报率 :: 6.0%

占地面积 :: 20,037 平方呎

建筑面积 :: 11,868 平方呎

租约担保 :: 总公司担保

本周精选项目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39047.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39047.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39231.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39231.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39235.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392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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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dys 快餐厅
佛州｜迈阿密

售价 :: 203.8 万美元

回报率 :: 4.25%

占地面积 :: 2,877 平米

建筑面积 :: 296平米

租约担保 :: 总公司担保

沃尔玛超市
德州｜Pecos

售价 :: 370 万美元

回报率 :: 6.76%

占地面积 :: 33,710 平米

建筑面积 :: 3,837 平米

租约担保 :: 总公司担保

7-11便利店
德州｜Crowley

售价 :: 261.1 万美元

回报率 :: 5.5%

占地面积 :: 2,185 平米

建筑面积 :: 242平米

租约担保 :: 总公司担保

本周精选项目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39330.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39330.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39433.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39433.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39441.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394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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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便利店
德州｜Denton

售价 :: 294.7 万美元

回报率 :: 5.6%

占地面积 :: 3,642 平米

建筑面积 :: 273 平米

租约担保 :: 总公司担保

儿童教育中心
新泽西州｜East Windsor

售价 :: 392.8 万美元

回报率 :: 6.5%

占地面积 :: 10,845 平米

建筑面积 :: 830 平米

租约担保 :: 总公司担保

Chase银行
伊利洛州｜芝加哥

售价 :: 466.2 万美元

回报率 :: 4.2%

占地面积 :: 2,509 平米

建筑面积 :: 389 平米

租约担保 :: 总公司担保

本周精选项目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39435.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39435.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39442.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39442.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39443.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394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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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局办公楼
佛吉尼亚州｜Danville

售价 :: 248.5 万美元

回报率 :: 7.01%

占地面积 :: 2,873 平米

建筑面积 :: 919 平米

租约担保 :: 联邦政府

汽车贷款公司
德州｜Canyon

售价 :: 42.5 万美元

回报率 :: 9.53%

占地面积 :: 897 平米

建筑面积 :: 152 平米

租约担保 :: 总公司担保

社区幼教
宾州｜费城

售价 :: 55 万美元

回报率 :: 11.43%

占地面积 :: 597 平米

建筑面积 :: 578 平米

租约担保 :: 公司担保

本周精选项目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39579.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39579.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39742.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39742.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39744.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397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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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S药店
加州｜洛杉矶

售价 :: 1,657 万美元

回报率 :: 3.75%

占地面积 :: 7,769 平米

建筑面积 :: 2,241 平米

租约担保 :: 总公司担保

Five Guys 快餐
康涅狄格州｜Middletown

售价 :: 131.5 万美元

回报率 :: 7.0%

占地面积 :: 1,902 平米

建筑面积 :: 264 平米

租约担保 :: 总公司担保

汉堡王快餐厅
加州｜Fullerton

售价 :: 275 万美元

回报率 :: 2.76%

占地面积 :: 1,950 平米

建筑面积 :: 185 平米

租约担保 :: 总公司担保

本周精选项目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39745.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39745.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39762.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39762.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39763.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397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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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租户商业中心  加州｜293万

其他推荐项目

TimHortons 咖啡店  纽约｜72.3万

全新49户出租公寓  纽约｜5,300万 长岛7户出租公寓  纽约｜159.9万

BestWestern 酒店  内华达州｜975万 Comerica 银行  德州｜164.8万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39234.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39234.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39236.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39236.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39304.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39304.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39328.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39328.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39419.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39421.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394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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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iday Inn Exp 酒店  德州｜900万

其他推荐项目

豪华公寓开发用地  加州｜4,500万

Sonic 汽车快餐  华盛顿州｜286万 多租户商业中心 加州｜778.5万

OptumHealth 医疗管理  加州｜521万 Taco Bell 快餐  凤凰城｜147.8万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39422.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39422.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39424.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39424.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39430.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39430.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39577.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39577.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39578.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39578.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39580.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395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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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房产投资集团商业地产部

位于美国西雅图的北美房产投资集团自2012年成立以
来，为全球华人海外投资提供真正的一站式服务，服务
区覆盖北美各大城市，其商业地产部更帮助许多中国投
资者及商业机构在北美完成各类型的商业地产交易。

我们的团队在NNN/NN地产，写字楼，酒店，农场酒
庄，土地开发项目等都有实战经验；不仅为您在地产交
易和投资咨询上提供服务，并且在金融，税务，法律，
教育，医疗和建筑设计方面都能提供最专业的建议，为
您解决房产投资和海外生活相关的问题。

请继续关注我们的中美网站，每周周报，以及微信平
台，如果您对哪个项目感兴趣，欢迎随时与我们的商业
地产顾问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