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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未来中心，东风路5号，成华区

概述
2018年第一季度，持续增长的需求助成都零售物业市场整体空置率连续第四个季度录
得下跌。

     2018年前两个月，全市实现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人民币1,081亿元，同
比增长11.9%。

     2018年第一季度，面积31,000平
方米，延长营业时间的购物中心未来
方舟开业，将市场总存量增至540万
平方米。

     第一季度零售物业市场需求稳
定，净吸纳量为80,994平方米。全市
优质购物中心的整体空置率环比下跌1
个百分点至5.9%。

     全市优质商业的首层平均租金在
2018年第一季度环比微幅上涨0.3%至
人民币424.9元每平方米每月。

“未来三年成都的零售物业市场
将引来又一轮的供应高峰。随着
一些主要项目的入市，市场将进
一步扩张和升级。”陈大荒，第一太
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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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
2018年前两个月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人民币1,081亿元，同比增长
11.9%。按消费类型分，餐饮收入人
民币126亿元，同比增长12.3%；商品
零售收入人民币955亿元，同比增长
11.8%。物价方面，2018年二月成都
居民消费价格维持101.5。

市场供应
2018年第一季度，面积31,000平方
米，延长营业时间的购物中心未来方
舟开业，将市场总存量增至540万平
方米。

未来中心
未来中心是成都首个营业至凌晨的购
物中心，位于成华区，总建筑面积
31,000平方米。项目聚焦时尚和生
活方式品牌，服务于年轻一代。主要
租户包括Cago Club, Boy London, 
Boni Gym Club 以及Jenny@Eataly
超市.

空置率
2018年第一季度，市场需求保持稳
定，净吸纳量为80,994平方米，导致
全市优质购物中心的整体空置率环比
下跌1个百分点至5.9%。

非核心区域空置率因一些购物中心完
成租户比例调整而略微环比下降0.6
个百分点至6.1%；而一些在其他项目
占有大面积空间的租户的退出使得核
心区域空置率环比上涨0.5个百分点
至5%。

租金
核心区域的首层平均租金因国际品牌
旺盛的需求而环比微幅上涨0.1%；非
核心区域租金得益于逐渐改善的市场
氛围也环比上涨0.3%。因此，全市购
物中心首层平均租金环比上涨0.3%至
人民币424.9元每平方米每月。

租户动态
本季度，成都继续吸引大量国际品
牌。随着年轻一代迅速成为消费主
力，网红店在2018年第一季度持续保
持活跃。越来越多的品牌通过快闪店
来吸引消费者，相比传统的实体店，
暂时的快闪店不失为另一种有效的宣
传和销售策略。

服饰品牌
Calzedonia首入成都，于成都远洋太
古里和来福士广场承租新店；优衣库

入驻锦华万达广场；Donoratico×River 
Tooth在成都远洋太古里承租店
铺；NITORI于锦华万达广场开设门
店。

网红品牌
奈雪の茶入驻万象城；森水茶铺在银
泰中心in99开业；瑞幸咖啡在富力广
场开设门店；喜茶计划在国际金融中
心(IFS)开设成都首店。

快闪店
许多品牌包括奢侈品品牌和高端化妆
品牌，在2018年第一季度开设了线

图 1

成都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10年1月-2018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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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
一季度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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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快闪店，包括Off-White C/O Jimmy 
Choo、Gucci、L'OCCITANE、taoray 
taoray和Shiseido。

市场展望
在2018年内，成都零售物业市场将迎
来共计6个新购物中心开业，合计总体
量超过78万平方米。上述项目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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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全
年将继续维持强劲的租赁需求，其中
奢侈品、美妆和教育类商铺是主要需
求。此外，新零售的到来将使成都的
零售物业市场变得更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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