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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近几年，全市各区域不断涌现的优质零售商业项目不断分流核心商圈品牌
资源和客流来源。今年伊始，新项目“断供”两年的核心商圈吹响反击的
号角。

 2018年1-2月份，全市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11.0%,较去年
同期回落1.0个百分点；实际增长9.8%,
较去年同期回落0.8个百分点。

 2018年第一季度，录得天和里购
物中心开业，新增供应3.5万平方米。

 全市零售物业市场空置率同比微幅
上升0.6个百分点至12.4%。     

 全市首层平均租金出现阶段性滞
涨，环比维持不变，报人民币397.5每
月每平方米元。

“2018年第一季度，市场迎来观音
桥核心商圈地标综合体天和国际
中心的商业项目天和里购物中心
开业，其主打“女性和文化”两
张牌寻求差异化定位，力求瞄定
都市白领女性客群。”陈大荒，第一
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图片来源：天和里购物中心，观音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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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全市商圈空置率走势图，2009年第一季
度-2018年第一季度

图 3
全市优质零售物业租金指数，2009年第
一季度-2018年第一季度

市场概览
2018年1-2月份，全市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11.0%,较去年同
期回落1.0个百分点；实际增长9.8%,
较去年同期回落0.8个百分点。

市场供应变化
2018年第一季度，天和里购物中心开
业，PARK108 国泰优活城市广场重
新亮相解放碑，新增供应3.5万平方
米，使得全市优质零售物业总存量增
长至509万平方米。

天和里购物中心
观音桥迎来核心商圈地标综合体天和
国际中心的商业项目天和里购物中心

开业，商业面积3.5万平方米，其“女
性和文化”的差异化定位亦是观音桥
零售市场的有益补充。

空置率
季内，零售市场租赁需求呈现分化现
象，核心商圈现有项目成交频繁不断
填补空铺，但是非核心商圈项目成交
略显疲态，导致全市净吸纳量小幅度
负增长。加之新入市项目开业率偏低
的影响，全市零售物业市场空置率同
比上涨0.6个百分点至12.4%。

租金
去年市场的高供应带来连锁反应，竞
争加剧刺激核心商圈积极调整，同时
也加大部分非核心商圈项目招商难
度，导致全市首层平均租金出现阶段
性滞涨，环比维持不变，报人民币
397.5每月每平方米元。

市场信息
• 轻奢品牌门店扩张迅速，季内录得
Stella McCartney、maje、DKNY、
Max & Co陆续入驻万象城，Armani 

Exchange登陆龙湖时代天街开出重庆
第三家门店。

• 高端化妆品类从百货专柜走向购物
中心专营门店渐成趋势，季内录得

Dior彩妆北城天街店开业，Jo Malone

也即将进驻重庆市场。 

• 知名日式快餐食其家继续在渝扩张入
驻百联上海城和时代天街，吉野家紧
随其后首次登陆重庆落户北城天街和
时代天街。
• 网红茶饮店继续发力扩张抢占市
场，KOI入驻南坪协信星光时代广场和
时代天街，开出重庆第六店，奈雪の
茶在源著天街开出重庆第二家门店。

市场展望
展望2018年，市场预计还将迎来10个
购物中心开业，新增供应约80万平方
米，其中位于三轨交汇之上的爱融荟
城预计下季度开业，不仅填补冉家坝
区域商业空白，更进一步巩固新牌坊
商圈的发展，为北区带来更优质的零
售商业。

核心商圈未来两年也将有新项目陆续
入市，代表性项目包括观音桥商圈的
嘉乐汇及协信星光68广场二期；以及
最受全城瞩目的重庆来福士广场。 

图 1
重庆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09年-2018年2月

数据来源：重庆市统计局，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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