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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2018年第三季度，华润旗下首个万象汇项目亮相重庆弹子石区域。

 2018年第三季度，华润旗下首个
万象汇项目亮相重庆弹子石区域，新
增供应6.2万平方米。

 全市空置率环比上涨0.2个百分点
至13.2%，连续四个季度上涨。

 全市购物中心首层平均租金环比
下降0.1%，报人民币388.7元每平米
每月。

“本季度入市的万象汇是弹子
石板块迎来两年内第三个购物
中心，是全市少有短期内出
现零售项目集中供应的板块，
弹子石新兴零售区域初见成
型。”陈大荒，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
究部

图片来源：万象汇，弹子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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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全市商圈空置率走势图（2009年第一季度到2018年第三
季度）

宏观经济
2018年1-8月，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约人民币5173亿元，同比增
长9.7%。

市场供应变化
2018年第三季度，华润万象汇入市，
项目商业体量6.2万平方米，以服务
区域家庭客群为目标。截至第三季度
末，全市零售物业市场存量增长至
590万平方米。

空置率
季内，零售物业市场需求平淡，部分
项目退租较多导致全市空置率环比上
涨0.2个百分点至13.2%，连续四个季
度上涨。

租金
受市场需求走弱和空置率连续上升影
响，全市购物中心首层平均租金环比
下降0.1%，报人民币388.7元每平米
每月。

市场信息
• 本季度录得多家品牌首进重庆，比
如Vivienne tam落户协信星光68广
场，MARNI，喜茶和鹿角巷登陆万
象城，The littles亲子餐厅落户时代
天街。

• 随着亲子品类在购物中心占比不断
攀升，儿童业态日益丰富和专精，本
季度录得普通餐饮细分出数家儿童餐
饮，譬如时代天街C馆引入重庆首家
The littles亲子餐厅，天和里Liliput 
kids cafe正在筹备中。

• 新式网红茶饮行业的“头部品牌”
在激烈竞争中已具备持续较强人气带
动力，吸引大批年轻客群前来反复消
费。与过去一批茶饮品牌不同，在品
牌形象塑造和资本引入的合力之下，
这些“头部品牌”承租能力大大提
升，购物中心也乐见其入驻后带来的
持续客流，因此这些品牌会首选市场
优质项目的低区且昭示性强的铺位。
本季度，录得喜茶初登重庆市场，在
万象城、北城天街、南坪协信星光时
代广场和时代天街连开四店；人气茶

数据来源：重庆市统计局，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0%

5%

10%

15%

20%

25%

30%

0%

2%

4%

6%

8%

10%

12%

14%

16%

Q1Q2Q3Q4Q1Q2Q3Q4Q1Q2Q3Q4Q1Q2Q3Q4Q1Q2Q3Q4Q1Q2Q3Q4Q1Q2Q3Q4Q1Q2Q3Q4Q1Q2Q3Q4Q1Q2Q3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全市 核心 非核心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90

100

110

120

130

Q1 Q3 Q1 Q3 Q1 Q3 Q1 Q3 Q1 Q3 Q1 Q3 Q1 Q3 Q1 Q3 Q1 Q3 Q1 Q3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Q
1/

20
09

=1
00

全市 核心 非核心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图 3
全市优质零售物业租金指数（2009年第一季度到2018年
第三季度）

图 1
重庆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2010年至2018年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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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鹿角巷也首次进入重庆市场，在万
象城、时代天街、新光天地相继开出
三个门店。

• 在汽车销售量增长乏力的背景下，
部分传统品牌受新能源汽车选址影
响也尝试将购物中心作为销售展示渠
道，比如本季度录得奥迪入驻南坪协
信星光时代广场，长安旗下首个新零
售直营店“车和美”汽车超市进驻时
代天街。

市场展望
展望2018第四季度，预计全市新增供
应将逾五十万平方米，超九成新项目主
要集中于非核心商圈。沙坪坝万达广场
将在年底入市，主题街区化的运管将进
一步强化消费场景和提升消费体验。另
一方面，位于核心商圈的王府井百货即
将在第四季度退市，而万象城和财富中
心原百盛百货的部分正在历经改造并即
将呈现，也反映出百货业依旧面临激烈
的市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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