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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投资者 2016 年展望
为了给全球的投资人在 2016 年投资商业地产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参考，Colliers 
采访了 600 个投资者，涵盖了美洲 , EMEA 欧洲，中东和非洲，亚太地区。 这些
投资者来自不同的领域，其中包括私募股权投资，物业公司，基金，研究机构，
和主权财富基金。调查的结果显示，未来一年投资趋势包括 6 个主要方面。

房地产投资依然是首选
跨境交易量保持持续增长， 尽管有少量的投资者期待成为净买家。超过一半的多资产投资组合投资人表

示，2016 年他们将继续加大房地产方面的投资资金。 美国依然是全球资金投资首选之地。

高流通性市场依然是首选
全球的门户城市，伦敦，巴黎，纽约，旧金山，东京和悉尼 是投资者首选的市场。这些市场具有充足的

房源储备，和大手的买卖单位。 同时国际投资人也在当地寻求专业的合作方，加大海外投资信心和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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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将看到一个更加强调稳定收入和对资产管理的一年。对于一些投资人来说“人满为患”的核心

市场被视为更长期的投资回报而非短期投资行为。

国际投资人 2016 年对投资依然保有信心。尽管经济波动和地缘政治事件可能会有一个短期影响。长期

投资行为依然是市场的基本原则。

风险容量有所缓和

寻求有价值投资

受访者表示越来越多的国际投资人在投资地寻求专业合作机会和获取平台，以增加投入大笔资金的信心

度。

2016 年投资人将使用贷款进行收购融资，尽管利率增长在某些领域会有所影响。但未来信贷市场将取

代净资产市场。

信贷市场的恢复

寻求当地合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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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市场展望
表示愿意在 2016 年承担更多风险，而去年则达到

58%。然而，美国投资人的的风险承受度比亚太

地区高，比 EMEA 地区较低。

在寻求投资回报方面，对于收益率预期，美国投资

者往往更加乐观，美国的投资者更愿意接受高的杠

杆比率。例如 68% 的美国投资人预计 11%-20%

的杠杆效率， 而全球只有 56% 的投资人。 大多

数投资人认为挑选合适的收益率项目越来越有挑战

性，在某些市场投资回报率越来越小。

全美大部分投资人对未来投资前景保持乐观态度，

认为经济会持续增长，在未来至少 1 到 2 年内，

经济保持活跃，租金上涨，空置率持续降低，在多

数的市场，投机性建筑行为有所减少。

美国市场交易量刷新纪录， 美国的商业地产在

2015 年第 3 季度稳健增长，市场交易量相比去

年同期增长 25% 达到 $3，750 亿美金而创下新

的交易记录。在高速增长的背景下，63% 的美国

投资人预期 2016 年将是持续增长年。 美国的资

产管理公司认为，未来的地产增长周期将趋于平

缓，而反映出一个更稳定，和低的增长环境。另

外有部分投资者认为，市场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

会慢下来，但是房地产在未来 3 年不会出现衰退

势头。

美国投资人相对去年将放缓投资。 2016 年 21%

的投资人预计将成为净卖家。 少部分的投资人表

示要增加投资，其中有一半人打算扩大规模，而

2014 年有 3/4 的投资人有此打算。美国投资人

似乎也开始适当进行风险规避，只有 40%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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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调查显示，美洲投资者相对亚太地区更倾

向于欧洲市场（ 25 ％至 14 ％ ） ; 欧洲投资

者更倾向美洲市场相比较亚太地区（ 20% to 

14%）。美洲和欧洲的投资人对亚太地区的投资

兴趣不分上下（14% to 15%。）具体而言，调

查发现 31% 中东投资者将资金直接投入美洲，

而欧洲大陆有 27%，亚洲有 24%。1 澳洲和新

西兰 11% 以及英国 13% 的投资人愿意注入资

金到美洲市场。

跨境投资变得越来越重要

境外投资美洲市场资金流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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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投资人依然青睐美国的房地产市场
根据 Real Capital Analytics (RCA) 数据显示，截止至 2015 年 11 月，跨境投资交易量相比去年同期增长

100% 达到 8510 亿美金，其中包括完成的交易和合约金额数量。2015 年第三季度跨境交易占总成交量的

14%， 高于过去 5 年平均值 10%， 但略低于第一季度的 17%。

2015 年中最大的交易属于挪威中央银行财产基金联手与普洛斯从 KTR 资本购买价值 590 亿美金的 231

个工业物业组合投资。 单单这一笔交易占第二季度跨境交易总量的 1/3 以上。并显示了跨境投资者扩展

了除了写字楼物业和门户市场的以外的投资领域。

全球投资人 2016 投资目的国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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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存款富国银行
加州| 洛杉矶

售价： 325万美元

回报率：4.22%

占地面积：2306㎡

出租面积：481㎡

租约担保：总公司

街角黑熊餐厅
加州| 萨克曼托

售价：554万美元

回报率：5.01%

占地面积：4635㎡

建筑面积：794㎡

出租率：50%

3租户商业中心
华盛顿州 | 雷德蒙得

售价： 456万美元

回报率：4.70%

占地面积：2225㎡

建筑面积：501㎡

出租率：100%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30374.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30375.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303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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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出口直销店
康州 | wAllINGfoRd市

售价： 竞标价

回报率：--%

占地面积：68796㎡

出租面积： 11110㎡

租约担保：总公司

 9租户商业中心 德州 | 达拉斯

售价: 1056万美元

回报率：6.50%

占地面积：15742㎡

建筑面积：4008㎡

出租率：100%

高速出口超市
加州 | 萨克曼托

售价：500万美元

回报率：6.75%

占地面积：18615㎡

建筑面积：3613㎡

租约担保：总公司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30377.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30378.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303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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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旁曲奇店
北卡 |  ChApEl hIll市

售价： 60万美元

回报率：5.00%

占地面积：161㎡

出租面积：121㎡

租约担保：运营商

2租户商业中心
明尼苏达州 | 明尼亚波利斯

售价：335.4万美元

回报率：6.25%

占地面积：3804㎡

出租面积：583㎡

出租率：100%

Jack in the Box
路易斯安那州 | BAToN RouGE市

售价： 169.2万美元

回报率：10.00%

占地面积：4492㎡

建筑面积： 249㎡

出租率：100%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30382.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30380.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303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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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旁写字楼
华盛顿州 | 雷德蒙得

售价： 165万美元

回报率：--%

占地面积：728㎡

建筑面积：328㎡

出租率：100%

富人区幼教
马里兰州 | 巴尔的摩

售价： 435万美元

回报率：5.50%

占地面积：8012㎡

出租面积：926㎡

租约担保：总公司

富人区星巴克
 新泽西州 | 劳伦威尔市

售价： 182万美元

回报率：5.49%

占地面积：2071㎡

建筑面积：225㎡

租约担保：总公司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30383.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30384.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303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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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REIG SEATTlE
6f 400 108th Ave NE
Bellevue wA, 98004

u.S.A

North America Real Estate Investment Group does not guarantee the accuracy of square footage, lot size or other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condition or features of 
property provided by seller or obtained from public records or other sources,and the buyer is advised to independently verify the accuracy of that information through 
personal inspection and with appropriate professiona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