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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南京写字楼市场持续复苏
未来 6 个月零售商业将迎新一波供应潮

听马老师
讲精彩

经历了土地市场和新房供
应的集中入市，南京写字楼
及零售商业市场走势如
何？记者 4 月 15 日从多家地产机构发布
的今年一季度报告中获悉，南京写字楼
市场继续复苏，租金有所上扬，商业的空
置率则出现下滑趋势，未来 6 个月将迎
来新一波的零售商业供应潮。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马祚波

南京写字楼持续复苏，办公
需求集中
戴德梁行研究部提供的数据显
示，2021 年一季度，南京优质写字楼
市场存量约为 192 万平方米，一季度
没有新增的优质写字楼项目入市。
目前，南京全市写字楼的平均租金水
平保持在每日每平方米 4.3 元，和上
季度持平，市场平均空置率微跌至
24.6%左右。
报告显示，目前南京的办公需求
仍集中在新街口和河西 CBD 两大核
心区域，新街口区域有部分企业外
溢，使得空置率略有上升，而河西区
域的空置率则有所下降。另外，随着

江宁区域的配套设施愈加完善，部分
企业对江宁的关注度也在提高。
在新项目方面，南京国金中心
二期项目和瀚瑞中心计划在年内完
工，这些高品质项目的入市将进一
步提升河西元通商圈和南站商圈的
影响力。此外，香港置地的金陵中
环项目也在加紧建设中，受到市场
的热切关注，新街口区域的办公品
质也将进一步提档升级。
仲量联行南京商业地产部总监
陈明哲表示，一季度良好的表现，使
得南京甲级办公楼业主开始计划调
整市场租金预期，预计 2021 年市场
租金水平将结束下降态势转向上升
通道。除了传统金融、科技新媒体等

戴德梁行研究部
提供的数据

行业以外，在线教育、大健康、信息通
讯等产业也将有更好的表现。

消费复苏，零售商业空置率
降回历史低点
除了写字楼市场，南京零售商业
也在一季度出现了回暖迹象。根据
世邦魏理仕的最新市场报告，一季
度南京零售市场未录得新增供应
量，空置率则下降了 0.2 个百分点至
4.1%。
记者了解到，零售商业 需 求 延
续上季度的复苏趋势，餐饮品牌为
市 场 的 主 力 需 求 ，包 括 金 玡 居 及
Baker&Spice 进驻德基广场，胡桃

里音乐餐厅在水游城拓展新门店
等。服装品牌也在南京零售市场
积 极 拓 展 版 图 ，Razzle、Initial、
Longchamp 等 品 牌 进 驻 德 基 广
场、Furla 及 MLB 则开设在水游城、
九牧王亦在中央商场开设了旗舰
店。
未来 6 个月，南京零售市场将迎
来近年来较大的一波供应高峰，总计
有 5 个项目共计 51.4 万平方米的新
增供应投入南京零售市场，均位于河
西、江北、南站等新兴商务区。鉴于
新项目皆为具有全国资源的运营商，
预计南京零售商业市场的空置率将
维持在低水平，同时租金仍有微幅增
长的空间。

飞驰 4000 公里支援新疆棉农！
南化百年化肥品牌捐赠 165 吨棉花专用肥

4 月 14 日上午，一辆辆满载化肥的大货
车驶入新疆建设兵团，一包包肥料被交到棉
农手中。这是由江苏南化永大公司捐赠的近
165 吨专门种植棉花用的肥料，此次捐赠的
红三角品牌是我国最早的化肥品牌，在百年
历史中再一次站在了支援民族生产的一线。
4000 公里驰援 好肥料用在
“刀刃”
上
“我们太需要这些化肥了，
感谢你们支持
新疆棉农！
”
新疆兵团农技中心站站长王林告
诉扬子晚报记者，眼下正值棉花播种季节，
这批化肥解决了农民们对高质量基肥的需
求，用得放心。
“ 在这一特殊时期，给予我们
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鼓舞，更多的是精神上
的支持，
加强种植户的生产信心，
让我们感受到
了来自江苏企业的温暖。
”
今年 3 月来，
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简
称 BCI）作为幕后推手，捏造歪曲事实，发布
对中国新疆的不实指控，引起国内广大群众
的愤慨。
“南化红三角作为一个百年民族品牌，
要
用高品质的肥料来声援和支持新疆棉花。”
江苏南化永大实业公司总经理邰爱民告诉
记者，本次公司向新疆建设兵团捐赠近 165
吨硫基肥料，支援新疆棉花种植。
4 月 9 日，
五辆货车连夜装载公司最高品
质的棉花肥料，从生产基地出发，历时 6 天
奔赴新疆。记者了解到，这批肥料运抵新疆
后，将分别捐赠给新疆五家渠市芳草湖农场
和巴州 30 团两地。王林介绍，
现在新疆建设
兵团共种植棉花 1330 万亩，
占全新疆棉花种
植的三分之一多一些，亩产量已经超过美国
和澳洲的棉花，竞争中更多是比拼质量。
“现
在兵团正和农业部共同打造一片大面积的
高产优质棉花示范田，正打算使用这批捐赠
的化肥，
也是好肥料用在
‘刀刃’
上。
”
王林说。
高标准品控化肥有效提升棉花品质
“化肥的质量对于棉花的产量和品质来
说至关重要！
”
南化永大公司技术人员告诉记

者，
“本次捐赠的肥料为硫基化肥，氮磷钾三
项指标均在 15%，属于通用的棉花基肥。肥
料均匀，
肥力释放的持续性，
都决定了棉花作
物能否进行良好的吸收，从而对棉花的质量
产生影响。
”
记者了解到，从生产工艺上肥料分为复
合肥、掺混肥等，
化学合成的复合肥是其中档
次最高的，
质地非常均匀紧密，
使用效率比较
高，由于释放较为缓慢，可以促进吸收效率，
保证棉花从苗木开始，
持续进行养分吸收，
有
利于生长。
“基肥是第一次种植前就埋在土里的，
播
种之前先撒下去增加土壤肥力，大约一亩用
一袋 50 公斤，我们今天捐的 165 吨，差不多
可以供 3300 多亩棉花种植使用。”技术人员
告诉记者：
“新疆棉花的品质本身就是全世界
第一的，我们通过捐赠化肥一方面节约了棉
农的种植成品，另一方面也更加提高产出棉
花的品质。
”
这个民族品牌走过近百年历史
坐落于南京北郊、长江之畔的大厂是国
家重要的现代工业基地，素有“中国化工摇
篮”之称，不过很多南京市民都不知道的是，
大厂的名字便源于南京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简称南化公司） 前身，由中国化学工业先
驱、著名爱国实业家范旭东先生于 1934 年创
建的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南京硫酸铔厂。中国
第一袋化肥、第一包催化剂、第一台高压容器
以及第一套合成氨、硫酸、硝酸等装置都在这
里诞生，先后创造了 30 多项“中国化工之
最”
。目前，
南化公司是世界 500 强企业中国
石化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江苏南化永大实业公司是南化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
由其独家生产经营的红三角牌肥料
已有近百年历史。1937年2月5日，
南化公司
生产出中国第一包国产化肥——红三角牌肥
田粉（硫酸铵）。经过 80 多年的发展，
南化公
司现已成为我国化学肥料、无机化工、有机化
工、
精细化工、
化工机械、
催化剂、
化学纤维、
科

研开发、工程建设的重要基地，
产品品种超过
200个，
20多种产品在行业内处于龙头地位。
高浓度复合肥作为南化公司的一个特色
产品，年产 40 万吨，销售遍及全国 30 多个
省、市、区，并出口至东南亚等地。
“ 红三角
牌”高浓度硫酸钾型复合肥被中国国际贸易
促进委员会、法国科技质量监督评价委员会
列为中国进入 WTO 推荐产品。
擦亮品牌、
科学布局，
老品牌焕发新活力
作为中国化肥业界历史最悠久的品牌，
红三角的象征意义比现实意义更加重要，邰
爱民认为。
“我们要擦亮这个百年品牌，不仅
是保存住中国化工企业发展的记忆，同时也
将这个品牌发扬光大，更多地发挥国有企业
的优势，
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造福社会。
”
邰爱民告诉记者，
过去一段时间，
红三角
品牌肥料囿于一些自身原因和外部环境的变
化，市场占有率走起了下坡路。不过令他感
动的是，多年来仍有不少种植户认准红三角
品牌，农民兄弟对南化“红三角”配方肥的效
果赞不绝口。

近年来，南化永大实业有限公司开始了
一番积极探索，2019 年，公司作为理事单
位加入江苏省测土配方施肥协会，2020 年
成为副理事长单位；2020 年成中国磷复肥
协会理事单位；率先加入江苏省“智能+肥
料”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积极创造条件，
努力使本公司在配方肥数字化、智能化的产
业发展中抢得先机，成为江苏智能化肥料企
业的标杆。
“十四五”开新局，公司目标强化工艺改
造，
促进提档升级。改造传统的生产工艺，
尽
快建设智能化掺混肥料装置，加快复混肥料
生产由常规等养分肥料生产为主向多元化、
配方化、智能化方向转变，为农业减肥增效、
保护生态环境作出应有贡献。在农业科研院
所和推广部门的指导下，引进、消化、应用农
业领域最新成果，开发先进适用的肥料系列
产品，主要包括：
“氮磷钾配方肥+中微量元
素”
、
“无机肥+有机肥+生物菌剂”
、
“化学肥
料+氨基酸”
、
“化学肥料+腐植酸”
等，
着力在
“新型、优质、高效”上下功夫，打造科技引领
新亮点、
企业增长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