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avills.com.cn/research  01  

市场简报 
商铺 2017年7月

Savills World Research 
Guangzhou

概述
二季度，广州无新增零售供应；业主积极调整运营策略以吸引多阶段消费者，体现在
非核心商圈体验式业态占比上升。

  2017年1-5月，广州市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达人民币3,370亿元，同比增
长8.8%，增速同比提高0.2个百分点。

  第二季度，广州无全新优质购物中
心，当前优质零售物业总存量约为460
万平方米。

  本季度，全市主要优质购物中心首
层平均租金水平为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

694.4元，环比下跌0.3%。天河路商圈
首层租金录得连续九个月上涨，环比和
同比分别上涨2.0%和4.6%，且涨幅位
居各商圈之首。

  租户调整持续进行。本季度，全市
主要商圈优质购物中心整体空置率环比
上升1.3个百分点，至5.7%。

“广州优质零售物业市场将于下半
年迎来33万平方米优质供应，绝大
部分新项目将集中在非核心商圈。
优质租户对选址仍显得谨慎，餐
饮、家庭导向型租户和体验类租户
则在全市范围内表现出稳定的扩
张计划。”罗瑞，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图片：乐峰广场，海珠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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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综述
2017年1-5月，广州市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达人民币3370亿元，同比增长
8.8%，增速同比提高0.2个百分点；其
中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分别
增长9.1%和6.9%；网上消费品保持快
速增长，限额以上网上商店零售额增长
达17.8%。

市场供应
第二季度，广州优质零售物业市场无
新增供应，当前优质零售物业总存量
维持在460万平方米。下季度，位于白
云区的一个新项目将试运营，另外还
将有四个新项目于第四季度开业。在
核心商圈（天河路，越秀区）的高速
发展下，广州商业版图正扩张至非核
心商圈。非核心商圈定位于吸引社区
内消费者，通过引进特色餐饮品牌、

图 1

广州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月度变化，2006年1月-2017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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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广州购物中心供应及存量，1993年-2017
年第二季度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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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广州购物中心首层租金指数，2009年
-2017年第二季度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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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类业态及体验类业态，带动家庭
式体验消费。至2019年，非核心商圈
的购物中心建面占比将由目前的56%
升至62%。

租金水平
第二季度，广州全市购物中心首层平
均租金环比微降0.3%，为人民币每平
方米每月694.4元。越秀区首层平均租
金为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910.0元，环
比和同比分别下降2.0%和8.5%。而天
河路首层租金则录得环比和同比分别
上升2.0%和4.6%，至人民币每平方米
每月1141.3元，与其它商业区域租金
表现相反。

天河路商圈和越秀商圈定义为广州的
核心商圈，天河路商业凝聚力渐趋优
于越秀，体现在相对较低的空置率和
较高的租金表现。越秀商圈的商业项
目显得较为老旧，其正通过转变经营
模式以留住高质量租户。例如，奢侈
品牌Louis Vuitton 和Gucci陆续从丽
柏广场撤场，场内空置面积正被国际
名品集合店和品牌餐饮取代。广州优
质零售物业市场竞争愈趋激烈，电商
消费和未来购物中心大量供应将对实
体店的营运造成压力。

租赁需求表现稳定，传统零售业态（
主要为服饰类）录得比预期活跃的租
赁表现。然而，优质零售租户对大规

模扩张依旧保持谨慎的态度，特别是
在非核心商圈。

本季度，广州全市优质购物中心整体
空置率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至5.7%
，核心商圈和非核心商圈均录得空置
率的提高。其中，餐饮类和国际名品
类租户调整幅度明显。由于香港奢侈
品价格优惠导致消费者外流，及近几
年反腐后遗症对本土国际名品市场造
成冲击，使得国际名品租户不断退出
市场；而反之餐饮类业态则在非核心
商圈不断扩张，表现出活跃的品牌拓
店与更换。

零售商信息
租户调整持续进行，一些老旧商场希
望通过重新装潢和重组租户以涅磐重
生。尽管传统零售租户保持谨慎的拓
店计划，运动类品牌、餐饮类品牌录
得持续的扩张。部分扩展信息如下：

- 餐饮品牌，太二酸菜鱼于正佳广场开
店，建面约为300平方米。

- 首创品牌咪哒唱吧，于本季度再进
入广州四家优质购物中心（富力海珠
城，正佳广场，天河城，万菱汇）。 
其是由钢化玻璃打造而成的KTV空间，
可容纳2人唱歌，时间灵活，最短可租
1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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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全市各区域购物中心空置率，2017年第一季度对比2017
年第二季度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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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7年预计入市项目

项目名称 所在区域
建筑面积

（平方米）
预计交付时间

白云汇 白云 100,000 2017年

漫广场 天河 60,000 2017年

六元素体验中心 琶洲 80,000 2017年

K11 珠江新城 74,000 2017年

文立方 越秀 19,000 2017年

- 美国休闲服饰品牌Abercrombie & 
Fitch于广州天环广场开出首店，店
面共由两层组成，总面积约为400平
方米。

- 运动品牌阿迪达斯于奥园广场装修后
重开，总建面约为900平方米。

市场展望
预计一栋体量约10万平方米的优质
购物中心将于下季度开业，而其它项
目将于第四季度集中交付，总体量共
计约23万平方米。广州商业版图继
续向外围扩展，更多优质社区型购物
中心的落成将助于吸引周边居住区消
费者。值得关注的是，白云区、海珠
区等老城区的社区型购物中心，由于
其品牌逐渐丰富及居民消费习惯的转
变，其竞争力正不断增强。这些社区
型购物中心正为潜在消费客群提供独
特的，家庭导向式的购物体验，这亦
使消费者省去核心商圈购物的时间。

业主正积极地推进业态调整，并寻找
更有效的运营策略，预计短期内广州
优质零售物业市场租金将继续承压。
优质品牌租户选址仍显得较为谨慎，
而餐饮、儿童类租户及其他生活体验
类业态将维持稳定的扩张计划。各商
圈消费格局逐渐打开，预期广州优质
购物中心的空置率将有所下降。 

Research 

Savills plc
Savills is a leading global real estate service provider listed on the London Stock Exchange. The company established in 1855, has a rich heritage with unrivalled growth. It is a company 
that leads rather than follows, and now has over 700 offices and associates throughout the Americas, Europe, Asia Pacific,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This report is for general informative purposes only. It may not be published, reproduced or quoted in part or in whole, nor may it be used as a basis for any contract, prospectus, 
agreement or other document without prior consent. Whilst every effort has been made to ensure its accuracy, Savills accepts no liability whatsoever for any direct or consequential loss 
arising from its use. The content is strictly copyright and reproduction of the whole or part of it in any form is prohibited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Savills Research.

James Macdonald
Director, China
+8621 6391 6688
james.macdonald@savills.com.cn

Please contact us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Project & Development 
Consultancy

Lucy Lui
Director
+8620 3892 7130
lucy.lui@savills.com.cn

Agency 

Robert Ritacca 
Senior Manager      
+86755 8828 5241
robert.ritacca@savills.com.cn

Steven Zhang
Associate Director
+8620 3892 8653
steven.zhang@savills.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