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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万象城，双庆路8号，成华区

概述
2018年第三季度，成都零售物业市场延续活跃租赁需求，推动整体空置率连续六个季
度下跌。

     2018年上半年，全市实现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人民币3326.4亿元，同
比增长11.1%。

     2018年第三季度，市场暂无新增
供应，总存量保持543万平方米。

     第三季度零售物业市场需求稳
定，净吸纳量为18,912平方米。全市
优质购物中心的整体空置率环比下跌
0.3个百分点至5.1%。

     全市优质商业的首层平均租金在
2018年第三季度环比微幅上涨0.2%至
人民币429.1元每平方米每月。

“鉴于全年新增供应有所回落，预
计短期内市场活跃需求或将拉
动整体空置率继续下探。”陈大
荒，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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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
2018年前八个月，成都实现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人民币4406亿元，同比增
长10.8%。按消费类型分，餐饮收入
人民币582.3亿元，同比增长12.6%；
商品零售收入人民币3823亿元，同比
增长10.5%。

市场供应
2018年第三季度，成都零售物业市场
暂无新增供应，市场总存量维持543
万平方米。

空置率
2018年第三季度，市场需求持续活
跃，净吸纳量为18,912平方米，导致
全市优质购物中心的整体空置率环比
下跌0.3个百分点至5.1%。

核心区域空置率因部分购物中心积极
填补退租面积而环比下降0.6个百分点
至4.9%；非核心区域空置率因部分项
目加大品牌调整力度环比下降0.3个百
分点至5.1%。

租金
核心区域的首层平均租金环比微涨
0.1%；非核心区域租金环比上涨0.3%
，整体市场呈现乐观情绪，良好去化
推动全市购物中心首层平均租金环比
小幅上涨0.2%至人民币429.1元每平
方米每月。

租户动态
本季度，成都市场继续受国际品牌亲
睐。多个国际知名零售品牌相继登陆
成都市场，热度不减的人气茶饮品牌
继续加速在成都布局。

服饰品牌
美国街头品牌BEENTRILL中国首店、
法国高端女装品牌Isabel Marant大
陆地区第三站与Champion西南首店
皆落户远洋太古里。

高端香化品牌
英国美妆品牌集合店Space NK、
法国顶级护肤品牌FILORGA、Dior 
Beauty全球旗舰店纷纷入驻远洋太
古里。

网红品牌
鹿角巷中西部首店落户万象城，喜茶
成都第三店入驻悠方，奈雪の茶成都
第二店亮相大悦城。

儿童亲子类品牌
西南首家乐高授权专卖店于万象城
开业。

市场展望
2018第四季度，成都零售物业市场预
计将迎来两个购物中心开业，合计总

图 1

成都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10年1月－2018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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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第一季度——2018
年第三季度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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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量约33万平方米。伴随成都南部住
宅入住率不断提高、办公环境日趋成
熟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越来越
多知名品牌亦开始依托已有或即将入
市项目纷纷开拓城南市场，以满足城
南居民消费升级需求。而面对消费升
级所带来的更加个性化的消费需求，
个人护理和亲子等业态呈现出越来越
细分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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