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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第三季度，北京商业零售市
场迎来一个新增商业项目入市，即位于
房山区的龙湖北京房山天街，购物中心
存量为982.8万平方米，百货商场的市场
存量维持210万平方米。

  本季度，全市购物中心入驻率环比
小幅上升0.2个百分点至93.3%，同比下
降0.4个百分点。

  本季度，全市购物中心首层平均租
金为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940.7元，租金
指数环比和同比分别上升1.2%和2.7%。
  
  2018第四季度，北京商业零售市场
将迎来两个中高端购物中心的集中供
应，为市场带来约32.6万平方米的商业
面积。

“近期宏观经济增速放缓，消
费者更趋谨慎、消费意愿有所降
低，因此需要实体零售商积极
应对当前形势，开展品牌的调整
与升级，引导消费者实现消费升
级。”熊志坤，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及顾
问咨询部

图片: 龙湖北京房山天街，房山区

概述
2018年第三季度，商业零售市场仅有一个新增项目入市，整体表现较为稳定，全市平均入驻
率及租金水平均录得小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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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及政策
2018年1-8月，北京市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录得7355.5亿元，同比增长
4.4%。其中，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
业实现网上零售额1511.6亿元，同比
增长19.6%，商品零售实现6622.4亿
元，同比增长3.9%，餐饮收入实现
733.2亿元，同比增长8.4%。

2018年版新增产业禁止和限制目录
公布
2018年9月26日，北京市政府公布了
《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
(2018年版)》，其中关于商业零售
业态的主要规划调整包括“东、西、
北四环和南三环路以内，禁止新建
建筑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上的商业设
施。”

新增供应与存量
2018年第三季度，北京商业零售市场
迎来一个新增商业项目的入市，即位
于房山区的龙湖北京房山天街，带来
110,000平方米的新增供应。购物中
心存量升至982.8万平方米，百货商
场的市场存量维持210万平方米。

龙湖房山天街
该项目为房山区首家全业态商业综合
体，是龙湖商业布局北京的第三座天
街项目，开业率达100%。入驻项目店
铺囊括了购物、餐饮、休闲、娱乐、
文化等多元化消费业态。主力店包括
永辉超市、YH超级物种、耀莱成龙
影城、西西弗书店、矢量咖啡、酷时
代超级飞侠主题乐园、唱吧麦颂KTV
等，其中接近50%品牌为首次入驻房
山。作为房山区首家全业态商业体，
房山天街的开业给周边的办公及居住
人群带来日常消费和购物的便利。

需求与入驻率
第三季度，餐饮及时尚服饰品牌表现
最为活跃，分别占新增租赁成交量的
33.6%和23.6%。国内品牌仍是租赁
需求的主要来源，占比近六成。国内
品牌市场需求较大，以餐饮和服务类
为例，在新开业的品牌中，国内品牌
占比高达74.5%和82.6%。

图 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11年1月-201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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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及顾问咨询部

童业态中约引入了17家新店，吸引家
庭客群、拉动客流。

各类新零售品牌继续快速复制和扩
张，本季度永辉旗下新零售品牌“超
级物种”分别入驻龙湖房山天街和中
关村。此外，阿里巴巴“盒马鲜生”
也于本季度在顺义居然之家和东城区
百荣世贸商城新开设两家分店。

同时，极具特色的高品质小众品牌在
高端商场仍占有一席之地。如以色列
国宝级护肤品牌AHAVA华北首店入

图 2
主要商圈租金指数及出租率，2018年第二季度对
比2018年第三季度 RentVacChar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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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季度，部分购物中心与知名品牌
强强联手，打造“升级版”主题IP体
验活动，强化消费者的消费过程体验
感，如北京APM引入吉尼斯光绘IP
展，打造“艺术+商业+体验”综合场
景，为消费者提供更具吸引力的购物
体验，进而实现了空间价值的提升。

大量儿童、亲子相关业态成为购物中
心品牌调整的首选，购物中心希望通
过此类调整吸引以家庭为单位的消费
者高频次的光顾和消费，如本季度蓝
色港湾调整旗下50余个品牌，其中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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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未来项目聚焦，2018年四季度

驻西单商圈的老佛爷百货，成为该品
牌在华北区的首家店铺。

第三季度，由于新项目实现100%开
业率，拉动全市购物中心入住率环比
小幅上升0.2个百分点至93.3%，同比
下降0.4个百分点。

本季度，核心商圈购物中心入驻率为
96.0%，环比和同比分别上升0.3个百
分点和1.6个百分点；核心商圈继续受
到众多国际品牌零售商的青睐，品牌
商不时推成出新，应季节性特点推出
更加灵活的营销活动，满足消费者需
求的同时，达到刺激消费的目的。

非核心商圈购物中心入驻率环比上
升0.1个百分点至93.3%，同比上升
0.5%。近期开业的大型购物中心均多
位于近郊区域，不但丰富了当地的消
费选择，也使得近郊区域整体入驻率
环比上升0.6个百分点为91.7%，同比
下降3.2个百分点。

租金
本季度，全市购物中心首层平均
租金为每平方米每月人民币940.7
元，租金指数环比、同比分别上升
1.2%、2.7%。其中，核心商圈购
物中心首层平均租金为每平方米每
月人民币1,209.0元，环比小幅上升
0.7%、同比上升2.6%。非核心商圈
购物中心首层平均租金为每平方米每
月人民币722.3元，环比、同比分别
上升1.1%、2.1%。

市场展望
2018年第四季度，北京商业零售市场
将迎来两个中高端购物中心的集中供
应，为市场带来约32.6万平方米的商
业面积。

受《新增产业禁止和限制目录》等城
市规划政策影响，北京中心城区的大
体量商业零售用地供应愈发稀缺，未
来新增项目多位于四环区域以外和远
郊区域。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北京商
业零售市场的存量格局将由中心城区

的传统商圈与郊区的分散式购物中心
两部分组成。

当前的消费者更看重在消费过程中感
受到到品质、定制、便捷等独一无二
的消费体验，因此就要求零售运营商
不断进行品牌及业态结构的调整来满

足消费者不断变化和升级的需求，以
此来增强其购买欲望，如近期多个品
牌及零售运营商开始尝试引入高科技
智能互动平台以实现虚拟导购及个性
化推荐，引导并提升消费者的互动体
验。

图 3
购物中心首层租金指数，2008年第一季度-2018年第二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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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及顾问咨询部

资料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及顾问咨询部     

项目名称 凯德MALL天宫院 中信芳园里idmall

位置 大兴区 朝阳区

运营商 凯德商业 中信资本

类型 购物中心 购物中心

建筑面积（平方米） 200,000 12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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