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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传统项目升级改造积极，由百货向购物中心转变吸引更多客源。

 2017年1-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高达3770.1亿元，同比增长10.8%

 2017年有六处新增优质零售物业交
付，均位于中心城区，新增46.1万平方
米零售面积，全市零售库存面积被推高
至315.4万平方米。

 2017年下半年全市优质零售中心
商铺首层租金约人民币435.8元每平方
米每月。

 2017年下半年全市高端零售物业入
驻率达到94.7%。体验式业态占比达到
35.1%。

 2018年全市预计有六处优质零售
物业入市，将新增72.7万平方米的商
业面积。

“传统商圈东街口和万宝将延续
原有区域优势，政府规划商务
区的建设将带动周边商业的发
展。”罗瑞，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图片：融侨中心 Art Mall，台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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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综述
2017年1-11月，福州全市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3770.1亿元，同比增长10.8%，
增速比2016年同期高出3.1个百分点。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在2016年有
较大幅度的下滑，并在2017年有所回
升。福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GDP
比例将近50%，零售行业对福州经济发
展影响可见一斑。

福州商圈最早由东街口起步，后延续至
万宝商圈，这两个片区为福州传统商
圈。多年的积累和建设，传统商圈项
目享有最好的区位优势和客流，但大
多数项目较为老旧且百货居多。福州政
府规划在闽江北岸建设两个重量级商务
区——闽江北商务区和海峡金融街商
务区。两大商务区的发展将带来工作人
口，同时促进片区周边配套服务商业的
发展。为万宝和鳌峰路商圈带来机遇。
位于仓山区的浦上商圈和位于晋安区的
东二环发展则受到区域内居住人口的影
响。晋安和仓山分别为中心城区常住人
口最多的区域。其中晋安区位于闽江北
岸，由于临近传统商圈，东二环零售市
场发展受到一定影响。而仓山区位于闽
江南岸，大量人口聚集为浦上市场带来
发展机遇。

供应
2017年，福州市有六处优质零售物业
开业，为全市新增46.1万平方米的商业
面积，存量被推高至315.4万平方米。
新增项目均分布在中心城区内，分别为
位于鼓楼、台江、晋安和马尾区。

鼓楼区新开业的两处购物中心均位于东
街口商圈，分别是东百中心和王府井百
货。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新项目均由
旧项目升级改造开发而来。其中东百中
心由东百东街店和东方百货两个百货中
心合并改造而成，而王府井购物中心前
身则是原来的王府井百货。东街口商圈
内的项目相对其他区域较为老旧，且多
为百货中心，但该片区享有区位优势和
长期培养出来的客流群体。因此出现百
货积极升级为购物中心的趋势，保持商
圈优势的同时顺应市场需求。

图 1

福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11年1月-2017年11月 

数据来源：福州市统计局, 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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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福州市优质零售物业供应与存量，2006年-2018年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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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江区新开业两个购物中心，APM 和
融侨中心Art Mall分别位于鳌峰路和万
宝商圈，同时对应金融街和闽江北两个
商务区。金融街和闽江北岸商务区是福
州市当前重点发展的片区，作为服务新
兴商务区的高端购物中心，APM和Art 
Mall侧重给消费者提供不一样的体验。
除了超过50%的体验式业态之外，这两
处购物中心在设计和主题方面均有不一
样的创新以区别于传统购物中心。

闽侯和马尾今年也有高端购物中心开
业。随着福州人口增长和城市发展，

位于非中心城区的次级商圈将逐渐发
展起来。

入驻率及体验式业态
2017年下半年全市样本优质零售物业
入驻率为94.5%,较上半年上升0.4个百
分点。受新增项目影响，东街口商圈
入驻率下半年出现较大幅度下滑，仅
达到90.7%，较上半年下降7.9个百分
点。各主要商圈中，鳌峰路、浦上和东
二环商圈优质零售物业基本达到满租状
态，商圈内平均入驻率分别达到98.8%
，99.3%和97.1%。东街口商圈和万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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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圈下半年均有高质量物业开业，同时
受到老旧物业的影响，入驻率仅分别达
到90.7%和94.1%。马尾区作为发展起
步最晚的次级商圈，中高端项目数量有
限且入驻率不及其他商圈，仅78.4%。

福州市2017年下半年全市优质零售物
业体验式业态占比达到36.5%。东街口
商圈有较多传统百货聚集，因此区域内
分布的优质购物中心更倾向于利用体验
式业态提升自身竞争力，因此东街口商
圈优质购物中心体验式业态占比稍高于
其他商圈。

图 3

优质零售物业入驻率及体验式占比, 2017年下半年

数据来源：广州市统计局，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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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福州市优质零售物业首层租金， 2017年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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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表现
2017年全市优质零售物业首层租金达
到人民币435.8元每平方米每月。其中
东街口商圈和万宝商圈平均租金为全市
最高，均达到人民币700.0元每平方米
每月。东街口商圈和万宝商圈作为福州
市发展起步最早的两个商圈，人口聚集
度高，商业氛围更加成熟因而租金高于
其他地区。

浦上商圈和东二环商圈发展主要得益于
区域内居住人群聚集。浦上作为中心区
闽江南岸主要的商业区，高端住宅云

集，商业需求强烈，因而租金紧随传统
商圈，优质购物中心首层租金平均达
到人民币412.5元每平方米每月。东二
环商圈主要位于晋安区，尽管区域内
居住人群较多，但由于紧邻传统东街口
商圈，商业发展相对单薄，尽管近年
来不断有高端项目开业，首层租金当前
仅达到人民币285.0元每平方米每月。
鳌峰路商圈发展主要受商务人士的带
动。随着海峡金融商务区的不断发展，
鳌峰路商圈理所当然承担起商务区配套
商业的职责，但由于发展起步较晚，当
前租金仍低于大多数核心商圈，首层零
售仅人民币275.0每平方米每月。马尾
商圈租金全市最低，仅200.0元每平方
米每月。

市场展望
2018年预计有6处优质零售物业入市，
分别位于闽侯、台江、马尾、长乐和
连江，为市场新增72.7万平方米零售面
积。届时，福州优质零售物业存量将被
推高23.2%至388.1万平方米。除位于
台江区的苏宁广场二期和位于马尾区的
九龙商业中心，其他项目皆不位于中
心城区。

中心城区仍将继续作为福州城市发展的
重点，同时带动区域内高端零售业的发
展。尤其是台江区万宝商圈和鳌峰路商
圈将受到闽江北和金融街两个商务区发
展的带动，台江区将因此继续成为存量
分布重点。马尾区作为中心城区和福州
新区中间的片区，同时也是自贸区所
在区域，未来该片区的商业也将有进一
步发展。

非中心城区零售存量在2018年也有较
大提升，除闽侯外，未来两年内长乐县
也将迎来高端购物中心的开业。

传统商圈东街口和万宝短期内将继续保
持人口和区域优势，尤其是东街口商
圈。地铁的开通和老旧项目的升级将给
这个片区带来新的发展契机。浦上商圈
作为人口居住较为集中的片区，对零售
项目的需求较为强烈，在没有新项目开
业的情况下，现有项目有租金和入驻率
仍有上涨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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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项目
东百中心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及顾问咨询部

东百中心，是原东百东街店与东方百货合并而成，

两者连通成为以一座商业面积12万平方米的商业

综合体。开发商从空间布局、硬件设施、业态规划

等方面上对项目进行调整。通过改善娱乐餐饮、休

闲游乐业态等多种形式聚集客流，也实现由传统百

货向购物中心的升级。东百集团表示，该项目还将

与“三坊七巷南街城市生活综合体”相连，进一步

提升项目多样性和交便捷性，同时实现整个东街口

商圈的升级。
项目名称 东百中心

位置 鼓楼区

开发商 东百集团

开业时间 2017年10月27日

零售建筑面积 120,000平方米

入驻商家 福建首家Armani美妆店、FARRO GRANO、绿茶、嘻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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