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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置率有所下降
重庆零售物业市场本季度需求回暖，空置率下降0.7个百分点至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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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售需求回暖，核心商圈内部表
现分化，观音桥租金领涨全市，
非核心商圈将迎来供应高
峰。”  
陈大荒，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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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至11月，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
长8.9%。

•    2018年第四季度，沙坪坝万达广场、兰亭新都汇和金
科美邻汇相继入市，合计约26万平方米，购物中心总
存量增至556.6万平方米。

•    新项目入市加剧板块内新老项目竞争。

•   2018年第四季度，零售物业市场需求回暖，部分项目
业主让利吸引品牌租户填补空缺，整体空置率环比下
降0.7%。

•    受市场需求回暖和空置率连续下降影响，全市购物中
心首层平均租金环比仅下降0.1%，报人民币389.1元
每平米每月。

•  本季度录得多家品牌首进重庆，如
Lululemon、Champion、Superdry落户万象
城，Diptyque落户国金中心，Hay和Sort落户新光天
地，以及屈臣氏美妆店落户沙坪坝万达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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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重庆购物中心供应, 2014年至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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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图2：重庆零售市场各区域空置率, Q/1 2014年至Q/4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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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重庆零售市场各区域租金指数, Q/1 2014年至Q/4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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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场 供 应
2018 年第四季度，重 庆零售物业市场

有三个 新项目开业，分别位于沙坪坝和
渝北区域，新增供 应面 积 约26万平方
米，购物中心总存量增至556.6万平方
米 。其中，沙坪坝 万达 广场的入市是 近
七 年来沙坪坝首个 新入市 项目，无 论从
品牌还 是空间打造 上均给区域 带来诸多
新意，既丰富了区域内零售商业项目类
型，也加剧了板块内新 老项目的竞争。

空置率
2018 年第四季度，市场需求回暖，现

有项目去 化 显著且新增项目品牌入驻率
较高，促使 全市优质 购物中心的整体空
置率 环比下跌 0.7个百分点 至12.4% 。  

核心区域空置率因部分购物中心调整
效 果 未 达预 期而 环比上 升 0. 3个百分点
至12.0 %；非 核心区域空置率因部分项
目加大品牌调整 力度，促使空置率 环比
下跌1个百分点 至12. 2% 。

租金
核心商圈方面，空置率上 升导致租金

环比下降 0.1% 。非 核心商圈部分项目业
主让利租金吸引品牌 租 户填 补空铺，空
置率下降，促使 租金指 数环比上涨 0. 2%
。受 整体 市场需求回暖 影响，全市购物
中心首层平均租金 环比上涨 0.1%，报 人
民币3 89.1元每 平米每月。

租 户动 态
重 庆 凭借极强的区域 辐 射力和消费实

力，不断吸引知名开发商和国际 知名品
牌来渝落户，本 季度 继 续录得众多 知名

品牌入渝开设首店，市场的品牌 再度 扩
容，继 续 巩固重 庆 对国际品牌的吸引
力。 

法国知名男鞋B er luti、加拿大时尚运
动品牌Lululemon、潮流品牌
Champion和Superdr y 纷 纷 于重 庆 万
象城开设首店。 

近 年，高端 美 容及个人护理 用品消费
的高速增长 且消费客群 年 轻 化，也影响
着开发商的市场选 择 。第四季度多个高
端香化品牌 纷 纷首次 进 入 重 庆，包括英
国法国香 氛品牌Dipt yque 落户国金中
心；法国Guer lain入驻 万象城 。 

创投 资本不断加码下，餐饮 业态继 续
在重 庆 拓张，热 度不减的人气茶饮品牌
喜茶在南坪协信星光广场开设第三家门
店。

市 场展 望
展 望 2019年，重 庆 市零售物业市场将

迎 来8个项目约9 4万新增供 应，新增供
应的大幅 增加或促 发市场 波动，空置率
将停止下探小 幅上扬。伴随 宏观 经 济的
增速 放 缓，不少品 牌在 近 期 对 市场更 为
谨慎，由此调整 拓展 策略，但 重 庆不断
增长的消费实力和不断提 升的城 市能
级，加之 近 期施 行的减 税 政 策，均有利
于零售市场发 展。 

项目名 建筑面积 (平方米) 区域 开发商

来福士广场 229,640 解放碑 凯德商用

万象汇 120,000 大渡口 华润置地

万达广场 134,700 大渡口 万达集团

表1：重庆未来代表项目，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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