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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西雅图吸引了大量的海外投资公司到本地进
行地产开发投资，其中最为人知晓的包括华为，阿
里巴巴和中兴。大部分的地产项目集中在华人最熟
悉的地区，例如西雅图和贝尔维尤。在2014年，
在 美 国 2 5 % 以 上 的 海 外 投 资 来 自 中 国 ， 在 2 0 1 5
年 ， 中 国 在 美 国 投 资 超 过 1 2 0 亿 美 元 ， 创 历 史 新
高。在2016第一季度，中国来美投资额已经超过
30亿美元。目前，房地产任然是中国高净值人士和
大型企业的首选，而且超过50%的投资都聚集在洛
杉矶，西雅图，旧金山和纽约。接下来，北美购房
网商业地产部想跟大家介绍目前在大西雅图地区两
大城市和最受关注的开发项目。

西雅图市 Seattle
西雅图是美国西海岸第三大城市，其人口仅次于

洛杉矶和旧金山。在近些年，西雅图一直是美国西
海人人口增长最快的城市，其涨幅大于洛杉矶, 从
2005年到2014年，西雅图的人口增长达12.2%。
西雅图是西雅图都会的中心，总人口668342。这
里同时也是各种大型公司所汇集的地方，在西雅图
市区内就有4 个世界5 0 0 强公司， 分别为Amazon
亚马逊，Starbucks星巴克，Nordstrom高级百

货和Expeditor International of Washington
运输。此外，西雅图的人均教育水平在全美名列第
一，西雅图25岁以上的人口，53.8%都拥有本科
以上学历，91.9%都拥有高中以上学历。快速的人
口增长，强劲的经济和迅猛发展的高科技产业，西
雅图市中心基本聚集了美国整个西海岸所有的大型
项目，其中最有名的包括亚马逊，微软和谷歌。现
在西雅图有79个活跃开发项目，3个项目刚刚得到
政府批准，39个项目正在动工，37个已经完工或
接近完工，开发总额度达49.5亿美元。

2021 7TH AVENUE    
  亚马逊新总部第一期

  占地：0.17英亩

  楼高：36层，468尺

  室内面积：148.4万平方尺

  中央大厅：5层

  地下车库：6层，219个停车位

  办公区：34层

  零售空间：2层

大西雅图地区
大型开发总汇与投资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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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工：2014年

  总耗资：2.8亿美元

  现状：目前完工100%

2101 7TH AVENUE    
  亚马逊总部第三期

  占地：0.45英亩

  楼高：37层，481尺

  室内面积：155.6万平方尺

  地下车库：7层，1139个停车位

  办公区：32层

  零售空间：5层

  总耗资：2.49亿美元

  现状：施工中，预计2017年初完工

505 MADISON STREET   
  Madison Center 麦迪逊中心

  占地：0.325英亩

  楼高：37层，530尺

  室内面积：75.4万平方尺

  地下车库：7层，480个停车位

  办公区：36层

  零售空间：1层，8000平方尺

  动工：2015年

  总耗资：1.69亿美元

  现状：施工中

583 BATTERY STREET   
  INSIGNIA 印色尼亚高档公寓

  占地：1.37英亩

  楼高：41层，441尺



北美投资集团商业地产周报 ::  No.68 

4  |  www.nareigus.com  ::  www.beimeigoufang.com

  室内面积：75.4万平方尺

  地下车库：1000个停车位

  居住区：41层，707个单元

  零售空间：无

  总耗资：1.62亿美元

  现状： 施工中，2016年底完工

4TH + COLUMBIA    
  4/C Tower

  占地：0.65英亩

  楼高：101层，1111尺

  室内面积: 120万平方尺

  公寓区：1200单元

  酒店区：150套房间

  办公区：16万平方尺

  零售区：3万平方尺

  车库：地上地下公15层

  总耗资：预计2.9亿美元

  现状：审批中

由于大量的国内和海外资金的涌入加上本地高科
技企业的扩张，西雅图市区内房价一路飙升。目前
西雅图市区内均价为55.7万美元，比去年同比增长
16.7%。西雅图是100%的卖方市场，从2012年到
现在，西雅图的均价已经上涨166%。

贝尔维尤 Bellevue
贝尔维尤是西雅图都会最大的郊区城市，市内人

口超过12.2万人，贝尔维尤同时也是华盛顿州第六
富有的城市，贝尔维尤的中位家庭收入是10.4万美
元，人均收入为4.9万美元。2014年，在CNN评
出最适合人居住的城市中，贝尔维尤在全美排名第
四。此外，世界500强重型卡车制造商 PACCAR
也位于贝尔维尤。因为贝尔维尤居民收入高，所以
贝尔维尤同时也有大西雅图最好的小学和高中，其
中最有名的包括 International School，华盛顿
州排名第一，Bellevue High school，华盛顿州
排名第三，Newport High school，华盛顿州排
名第四和Interlake High School, 华盛顿州排名
第六。从2010到2015年，贝尔维尤的人口增长达
11.5%，仅次于西雅图，是整个西雅图都会人口增
长最快的城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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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108TH AVE NE    
  贝尔维尤国际广场

  占地：4.2英亩

  楼高：办公楼50层，600尺，其他3栋各40

    层，430-450尺

  室内面积：310万平方尺

  居住区：300+ 单元

  零售空间：3层

  动工：2016年底，一期预计2018年底完工

  总耗资：约17亿美元

  现状：审批中

410 BELLEVUE WAY NE   
  Lincoln Square 2 林肯广场二期

  占地：约5.0英亩

  建筑面积： 
    办公楼71万平方尺 
    酒店／公寓61万平方尺

    零售18万平方尺

  地下车库：2200个车位

  居住区：200单元

  总耗资：约8.85亿美元

  现状：施工中，预计2017年底完工

SR-520 + I-405 INTERSECTION  
  Spring District 碧绿村

  占地：36英亩

  楼高：6-12层不等，办公，居住，零售混合

  室内面积：530万平方尺

  办公区：32万平方尺

  酿酒场＋餐厅：1万平方尺

  居住区：1000单元，分三期

  总耗资：约23 - 35亿美元

  现状：施工中

凭着一流的学区和良好的生活环境，贝尔维尤一
直以来是大西雅图高收入人士的首选，现在贝尔维
尤凭着一流的学校，吸引着众多的华人投资者。在
去年一年内，贝尔维尤的住宅均价同比增长11.7%
，从2012年至今，均价已经攀升近200%，是大西
雅图地区房产增值最快的城市。

现在大家都知道西雅图快速的人口增长和强有力
的经济，带动了当地的房地产市场。从以上的两个
统计图我们可以看出，西雅图的房产市场正在以前
所未有的速度上升。如此好的商机，在国内的投资
者们能有什么办法抓住呢？在一下的文章里，北美
购房网商业地产部想为各位介绍在大西雅图地区的
优良投资项目。



北美投资集团商业地产周报 ::  No.68 

6  |  www.nareigus.com  ::  www.beimeigoufang.com

大西雅图区开发项目推介

雷德蒙德 单户住宅社区开发用地
  标价: 430万美元

  占地: 25.56亩 / 4.21英亩

  开发项目: 15套独立别墅

  别墅面积: 3,000尺

  总建筑面积: 4,500平米

  建筑造价: 约$8,100,000

  总利润: 至$260万（估算）

  总回报率：至20%（估算）

  亮点：雷德蒙德高中得分9/10，临近微软总部

贝尔维尤 单户住宅社区开发用地
  标价: 350万美元

  占地: 7.35亩 / 1.21英亩

  开发项目: 5套独立别墅

  别墅面积: 3,500尺

  总建筑面积: 1,750平米

  建筑造价: 约$3,500,000

  总利润: 至$200万（估算）

  总回报率：至28.5%（估算）

  亮点：瑟马米什高中得分9/10，临近贝尔维尤

    市中心，坐落于两大商业区之间

柯克兰 单户住宅社区开发用地
  标价: 120万美元

  占地: 2.0亩 / 0.328英亩

  开发项目: 4套独立别墅

  别墅面积: 3,000尺

  总建筑面积: 1,525平米

  建筑造价: 约$2,160,000

  总利润: $24万 至 $64万（估算）

  总回报率：7.14% 至 19.04%（估算）

  亮点：临近I-405高速，华盛顿湖，谷歌北区总

    部，全美知名综合医院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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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线市 大型出租公寓开发用地
  标价: 615万美元

  占地: 10.32亩 / 1.7英亩

  开发项目: 220单元大型公寓（三层）

  总建筑面积: 24,000平米

  建筑造价: 约$2,160,000

  总利润: $1805万（估算）

  总回报率：48.8%（估算）

  亮点：99高速旁，临近公交总站和大型商业区

埃佛德 中型公寓开发用地
  标价: 110万美元

  占地: 11.41亩 / 1.88英亩

  开发项目: 54单元大型公寓（三层）

  总建筑面积: 6,000平米

  建筑造价: 约$10,180,000

  总利润: $438万（估算）

  总回报率：39%（估算）

  亮点：临近波音飞机制造厂，适合上班族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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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开发用地
西雅图｜雷德蒙德

售价 :: 100 万美元

占地面积 :: 46,984 平米

规划许可 :: 商住混合

27单元公寓
西雅图

售价 :: 750 万美元

净利润 :: 4.01% 

占地面积 :: 1,423 平米

建筑面积 :: 2,604 平米

多栋商业中心
西雅图｜瑟马米什

售价 :: 1,425 万美元

净利润 :: 5.65%

占地面积 :: 5,463 平米

建筑面积 :: 约1,400 平米

出租率 :: 100%

本周精选项目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48827.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48721.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482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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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甲店生意转让
西雅图｜贝尔维尤

售价 :: 6.5 万美元

净利润 :: 

占地面积 :: 1,651 平米

建筑面积 :: 128 平米

租约担保 :: NNN房东免责

36单元公寓
西雅图｜Kent 

售价 :: 415 万美元

净利润 :: 6.7%

占地面积 :: 7,803 平米

建筑面积 :: 3,240 平米

55房间汽车旅馆
西雅图南郊｜Lakewood

售价 :: 360 万美元

净利润 :: 8.78%

占地面积 :: 4,734 平米

建筑面积 :: 4.765 平米

入住率 :: 68%

本周精选项目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48157.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48640.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486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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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厂及品酒室
西雅图北郊｜Woodinville

售价 :: 260 万美元

净利润 :: 8.78%

占地面积 :: 24,641 平米

建筑面积 :: 约334 平米

租约条款 :: 

RiteAid药店
洛杉矶东郊

售价 :: 243 万美元

净利润 :: 7.50%

占地面积 :: 6,637 平米

建筑面积 :: 约1,644 平米

租约担保 :: NNN房东免责

混合开发用地
西雅图北郊｜博赛尔

售价 :: 263.5 万美元

占地面积 :: 40,629 平米

规划许可 :: 独立别墅社区

本周精选项目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48779.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48278.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483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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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堂
纽约｜Brooklyn

售价 :: 230 万美元

净利润 :: 

占地面积 :: 931 平米

建筑面积 :: 约436 平米

肯德基快餐厅
密歇根州｜韦恩

售价 :: 88.3 万美元

净利润 :: 6.00%

占地面积 :: 2,254 平米

建筑面积 :: 约240 平米

租约担保 :: NNN房东免责

JiffyLube换油站
加州｜圣何塞

售价 :: 442.5 万美元

净利润 :: 5.5%

占地面积 :: 2,104 平米

建筑面积 :: 约264 平米

租约担保 :: NNN房东免责

本周精选项目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48335.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48829.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478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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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房间旅馆
德州｜Rockwall

售价 :: 510 万美元

净利润 :: 8.78%

占地面积 :: 5,544 平米

多租户商业中心
洛杉矶东郊｜Riverside

售价 :: 

净利润 :: 5.65%

占地面积 :: 20,274 平米

建筑面积 :: 约8,545 平米

出租率 :: 100%

本周精选项目

124房间旅馆
新泽西州｜大西洋城

售价 :: 475 万美元

净利润 :: 7.34%

占地面积 :: 13,579 平米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48279.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48281.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483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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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OP 餐厅  科罗拉多州｜231.9万 IAC 办公楼  底特律｜56.8万

B&B 小宾馆  旧金山｜450万 Nike 运动品店  洛杉矶｜1,406.5万

5层办公楼  洛杉矶｜5,200万 曼哈顿公寓开发用地  纽约｜2,500万

其他推荐项目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48336.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48155.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48643.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48700.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48706.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487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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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堡王快餐  波特兰｜160万 星巴克  俄勒冈州｜376.5万

Grandview度假村  爱达荷州｜487.5万 2租户商业中心  洛杉矶｜460万

其他推荐项目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48777.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48776.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48779.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48788.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372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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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用地  西雅图北郊博赛尔｜请咨询价格 56单元公寓  西雅图｜990万

河畔酒店 加州｜110万 联排公寓开发用地 洛杉矶｜135万

Skylark 酒店  加州｜380万 Arbys 快餐  俄亥俄州｜71万

其他推荐项目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48824.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48824.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48831.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48833.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48684.html
http://www.beimeigoufang.com/housen_47848.html


网站  www.nareigus.com

  www.beimeigoufang.com

西雅图总部 425 628 0186 

北美热线 855 445 8675 

中国热线 400 668 9628

邮箱  commercial@nareigus.com 华 人 海 外 投 资 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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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