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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2017年第二季度，国际品牌拓店动作频繁；新增项目助推新商业中心加速发展。

     2017年前5个月，全市实现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2,574亿元，同比增
长11.1%，增速比去年同期提高1.4个
百分点。

   2017年第二季度，银泰in99和卓
锦曼购物中心开业，使得优质零售商
业市场总体量环比增长6.8%至约423
万平方米。

   全市优质购物中心的空置率在
2017年第二季度环比上升3.4个百分
点至9.0%，与去年同期相比则上升2.3
个百分点。

   全市优质商业的首层平均租金在
2017年第二季度环比下跌1.5%，至人
民币17.3元每平方米每日。

“成都在第一太平戴维斯发布《中国
零售20城》报告中位居第四位，已经
成为国际品牌继北京、上海门店后拓
展的首选地，商业在品牌和业态上也
不断创新，许多品牌在成都的销售额
极其可观。”陈大荒，第一太平戴维斯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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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
2017年二季度全市实现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3,112亿元，同比增长
11.4%。其中，简阳市增长最快。按消
费类型分，餐饮收入375亿元，同比增
长12.7%；商品零售2,737亿元，同比
增长11.2%。物价方面，二季度成都居
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3%。

市场供应变化
2017年第二季度，成都银泰中心in99
和卓锦曼购物中心开业，使得优质零
售商业市场总体量环比增长6.8%至约
423万平方米。然而，受近年来电商
所带来的冲击以及品牌商不断变化的
扩张策略，本季度市场共录得3宗百
货闭店或调整的案例，标志着成都百
货进入转型升级的加速期。上述3宗
案例，2宗位于锦江区，1宗位于金牛
区。

成都银泰中心in99
4月，成都银泰in99正式开业。该项目
是银泰集团旗下全国第四家In系列的购
物中心，亦是天府新城区域第一个高
端商业项目，所以，银泰中心in99的
开业助推天府新城片区商业的快速发
展和升级。

项目总建筑面积达19万平方米。涵
盖国际精品、时装、化妆品、大型
精品超市、风格餐厅、电影院等全
方位体验。主力租户包括：伊势丹超
市、UME影城旗舰店、Valentino，以
及包括Delvaux、HAY、钟书阁、Line 
Friends儿童乐园、大蔬无界、Ruth’s 
chris steak house、 Mango Tree、
中八楼等十余家西南首店。

卓锦曼购物中心
6月28日，位于锦江区的卓锦曼购物
中心正式开业。该项目所处的三圣乡
片区住宅项目众多，但目前投运的商
业项目非常匮乏，所以，卓锦曼购物
中心的开业无疑是填补了该片区商业
的空白。

项目总建筑面积约8万平方米。涵盖零
售、餐饮、休闲娱乐以及生活配套。
主力租户包括：CGV电影院、沃尔玛
超市、星巴克、麦当劳、美航健身、
屈臣氏、好利来、祖母的厨房、雷门
拉面等。

万达百货锦华店
4月，位于锦江区的万达百货锦华店正
式闭店。作为万达广场的主力店，万

达百货于2007年开业，营业面积约2
万平方米。未来，其将转型为“68街
区”，并以运动潮牌、儿童业态及体验
式的业态呈现。

远东百货北城店
2017年4月10日，位于金牛区的远东百
货北城店正式闭店。作为龙湖北城天
街的主力店，远东百货于2013年12月
开业，营业面积达4万平方米。近年该
店周围交通道路改造的影响，导致客流
量减少，销售下滑，因此总部选择了关
店，未来如何发展尚不明确。

美美力诚百货川信店
2017年6月6日，位于锦江区的美美力
诚百货川信店正式闭店。美美力诚百货
于2001年开业，曾不仅是成都最早的高
端百货，更是西南地区的高端卖场。目
前，这栋物业已转型为季库·奥莱，并
于6月18日开业。

租金
全市优质商业的首层平均租金在2017
年第二季度环比下跌1.5%至17.3元每平
方米每日。分区域来看，核心区域的租
金环比下降1.8%，至人民币37.1元每平
方米每日；非核心区域租金则环比下降
1.4%，至人民币12.2元每平方米每日。

图 1

成都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12年1月-2017年6月

数据来源：成都统计局，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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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成都零售物业租金指数，2009年第一季度——2017
年第二季度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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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市场竞争及消费者的需求变化，
业态调整及品牌优化仍然是本季度的
关键词。为此，部分空置率高于市场
平均水平的商业项目采取了较为保守
的租金策略，微幅下调租金，以期吸
引更多的优质品牌进驻。

空置率
2017年第二季度，全市优质购物中心
的空置率环比上升3.4个百分点至9.0%
，与去年同期相比则上升2.3个百分
点。其中，核心区域空置率因众多国
际品牌的持续入驻而环比下降0.4个百
分点至3.6%；而百货闭店以及新开业
项目较低之开业率使得非核心区域空
置率则环比上升4.2个百分点至9.7%。

在第一太平戴维斯最新发布的2017年
《中国零售20城》报告中，从城市零
售商指数测评的角度，基于对50个国
际零售品牌（含餐饮、时尚）门店数
量的分析，成都经济指数排名第八，
但零售商指数位居第四。作为二线城
市之首以及热门的旅游城市，成都市
场已经成为了国际品牌在华西区拓展
的首选地。

租户动态
奢侈品
本季度，国际品牌于成都拓店动作
频繁，瞩目案例包括：法国奢侈品
牌Moynat国内第二家门店入驻成都
IFS；比利时奢侈品牌Delvaux、英国

香水品牌祖马龙成都第二家门店、韩
国高端眼镜品牌Gentle Monster国内
第三家旗舰店入驻远洋太古里。

餐饮
由于年轻客群逐渐成为市场消费的主
力之一，高人气网红品牌成为本季度
的市场消费亮点。代表性案例包括：
冰淇淋品牌Emack&Bolio’s入驻远洋
太古里、光之乳酪入驻成都IFS和成都
来福士广场、Greybox Coffee入驻银
泰中心in99等。

服饰
服饰仍为季内租赁需求的主要来源，
例如快时尚品牌UR入驻凯德天府购物
中心、美国潮流品牌Theory和英国高
街品牌Superdry極度乾燥于远洋太古
里新设门店。此外，Superdry極度乾
燥亦在万象城新开店铺。

运动
随着消费者对健康生活的诉求加强，
运动健身、美容保健类品牌也保持积
极的扩张态势，例如瑜伽运动品牌
lululemon于远洋太古里新设门店、威
尔仕健身入驻远洋太古里和银泰中心
in99、隐瑜伽入驻仁恒置地广场、睿
荷医疗入驻九方购物中心等。

电子产品
电子产品品牌或集合点亦加快在成都
购物中心的开店速度，例如Alienware

入驻远洋太古里、小鸟音响和Sonos无
线音响入驻成都IFS等。

市场展望
展望未来，2017年下半年还将有6个优
质购物中心项目具备入市条件，合计
总体量超过43万平方米。其中，5个项
目均分布于非核心商圈，届时将进一
步巩固成都零售多商圈的发展格局。

持续的新增供应势必将进一步加剧零
售商业市场的竞争，加之消费者消费
需求的不断变化，预计未来成都商业
项目或主动或被动地寻找突破口，以
期提升项目自身的市场竞争力。除了
引入时下流行的体验式、创新式业态
和品牌外，IP商业化以及对融合物流体
系、线上平台和线下实体的新零售业
务之探索亦将成为成都商业项目找寻
突破口的又一新方式。

成都对大众及中高端国际品牌的吸引
力依然强劲，下半年将迎来多家“西
南首店”品牌开业，核心区域购物中
心首层租金有进一步上升空间。然
而，对非核心区域的部分购物中心而
言，调整仍为下半年的主要基调，因
此，为引入更多品牌，业主在租金上
仍将给予较大的谈判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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