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avills.com.cn/research  01  

市场简报 
商铺 2017年10月

Savills World Research 
Guangzhou

概述
生活和体验类商家陆续进入广州并持续拓店。多个项目将于第四季度集中开业。

 2017年1-8月，广州市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达人民币6,116亿元，同比增
长8.6%，增速同比小幅加快0.1个百分
点。

 三季度，一座10万平方米体量的优
质购物中心投入营业，将当前优质零售
物业总存量推升至470万平方米。

 全市主要商圈优质购物中心整体空
置率环比略降0.2个百分点，至5.5%，
但同比上涨1.5%。

 按业态来看，本季度，运动、健康
类业态和人气、特色餐饮业态表现较为
突出，亦倍受网络营销和实体商场的推
广带来人气。

 非核心商圈的租户组合调整紧跟市
场趋势，例如引入了更多儿童类品牌、
儿童教育机构及游乐场，以及体验类商
家（例如VR游戏体验馆，零售集合店
和规模较小的人气餐饮品牌）。

“前三季度，广州优质零售供应略显
平淡。绝大部分分布于各新兴商圈
的新增商业体量将于第四季度集中
释放。另一方面，新增供应项目以
大中型规模购物中心为主，将给予
全市零售商业市场潜在发展机遇，
但亦对未来入市的购物中心带来
招商压力。”罗瑞，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
部

图片：白云汇，白云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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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综述
2017年1-8月，广州市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达人民币6116.2亿元，同比增长
8.6%，增速同比提高0.1个百分点；

其中限额以上网上商店零售额同比增
速达16.6%，限额以上通讯器材类、中
西药品类商品零售额增速分别达18.4%
和15.8%，住宿餐饮业零售额则增长
6.3%。

市场供应
第三季度，广州优质零售物业市场仅
有一个新项目供应。新增项目——白
云汇位于白云区，总建筑面积约为10
万平方米。项目租户类型丰富，并提
供多样化的体验类商家和购物服务，
例如引进儿童教育中心、儿童游乐
场、健身健康中心和特色餐饮商家。
由于项目周边购物中心存量较为缺
乏，白云汇开业表现较为理想，开业
率达95%（含围挡装修的商家）。

至第三季度，广州优质零售物业总存
量为470万平方米。其中，天河路和
越秀区商业存量所占市场份额最大，
分别为27%和16%。在未来三年期间
（2017-2019），新增供应将主要集中
于新兴商圈，例如前三席商圈番禺、
白云和越秀新增体量将分别占据市场
32%，23%和15%的份额。预计2017
年，全市优质零售供应将同比上升
221%。其中89%新增项目体量将超过
6万平方米，大中型规模购物中心的建
设和招商将聚焦于为本地消费者提供
丰富的消费选择，并提高购物中心的
现代化服务水平。

空置率
第三季度，广州全市优质购物中心整
体空置率环比微降0.2个百分点，至
5.5%。非核心商圈空置率环比下降0.6
个百分点至6.2%，而核心商圈空置率
则环比上升0.3个百分点至4.2%。核心
和非核心商圈的购物中心正通过不同
策略提高出租率及提供多样化购物体
验。位于核心商圈的购物中心因区位
条件优势和完善的城市建设利好，未
来发展方向将倾向于引进独特的业态
和优质的中高端商家，吸引更广阔范
围的消费者。

图 1

广州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月度变化，2006年1月—
2017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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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季度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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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核心商圈的购物中心则通过提升软
件服务水平吸引周边社区的消费者。
更好的消费体验体现在引入高吸引力
和多样化的租户，例如通过提供生活
类体验商家吸引以家庭为单位的消费
者，进而吸引更多的人流量和更高的
关注度。购物中心业主亦通过引进更
多儿童类业态以吸引家庭消费客群，
如儿童主题游乐场或儿童中庭游乐
场、儿童教育机构等。另一方面，引
进小面积的人气特色餐饮也利于此类
购物中心聚集人气。

本季度，全市体验式业态占比达37%
，环比和同比分别下降0.9个百分点和
1.4个百分点。其中，海珠、白云和番
禺录得体验式业态占比下降，其它商
圈则有所上升。一般而言，消费者对
日常生活需求质量的提高，将激发其
对多样化购物方式的追求。因此，不
同类型的体验类商家正为消费者提供
更多的购物选择，此类商家也将受到
购物中心业主的青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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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水平
本季度，广州全市购物中心首层平均
租金环比微涨0.1%，至人民币每平方
米每月702.5元。核心商圈首层平均租
金环比上涨1.2%至人民币每平方米每
月1100.9元，同比上升2.5%。核心商
圈租金表现主要受到天河路商圈的强
势带动作用，本季度天河路商圈首层
租金环比和同比分别上升2.8%和8.6%
至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1178.8元。相
反，越秀区首层平均租金仅为人民币

每平方米每月893.3元，环比和同比分
别下降1.4%和8.8%。对比天河路商圈
强势的商业地位，越秀区仍在不断调
整租户组合以适应市场。

非核心商圈首层租金略有下降，环比
下降0.7%至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364.6
元，同比上升0.9%。总体而言，短
至中期内，非核心商圈租金水平仍将
看涨。人口密度增加和城市化进程推
进将给非核心商圈带来潜在消费群体

和消费力的增长。另一方面，非核心
商圈购物中心软硬件配套的提升将利
好其商业氛围的营造和未来商圈的升
级。 

零售商信息
本季度，优质零售物业租赁市场录得
活跃表现。就全市业态配比而言，服
饰和餐饮业态占比最高，分别占据
21%的市场份额。其它业态商家亦录
得活跃表现，例如电子产品、娱乐、
运动及户外品牌和家居及生活服饰租
户均表现活跃。

广州商业市场继续朝扩张和多样化方
向发展，第三季度市场部分扩展信息
如下：

-互联网生活平台Dcamp营地于乐
蜂广场开出广州首店，建筑面积约为
35.5平方米。

-香港潮牌Salad于乐蜂广场拓店，面
积约为221平方米。

-网红店奈雪の茶继第二季度于万菱汇
开出第一家门店后，本季度于正佳广
场开出广州的第二家门店。

-喜茶于天汇广场拓店，店面约为150
平方米。

-运动及户外品牌李宁和耐克于中华广
场开出新店，建面分别约为250平方米
和140平方米。

-高端餐饮品牌COVA首进广州，并将
于年底正式落户丽柏广场。同时，丽
柏广场亦引进了新加坡创新餐饮“霍
公子瓷馆（收藏艺术主题餐厅）”全
国首店，并将于年底开出。

市场展望
预计全年76%的优质零售供应将于第
四季度集中释放，海珠、番禺、白云
等多个区域均将有新项目开业，总体
量共计约47.5万平方米。

以未来供应项目区位而言，随着核心
商圈体量渐趋饱和、可建设用地稀
缺，绝大多数拟开业的项目集中在新
兴商圈，并以周边社区消费群体为目

图 3

全市各区域购物中心空置率，2017年第二季度对比2017年
第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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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购物中心首层租金指数，2009年—2017年第三季度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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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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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广场 天河 6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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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华汇 白云 180,000 2017年

亚运城购物中心 番禺 60,000 2017年

标客群。而从业态配比来看，未来供
应更强化“体验式消费”的概念，通
过创新型主题或商家吸引消费者。

大规模的集中供应将给市场施压，或
将导致优质零售市场空置率上升。但
基于整体市场的稳定表现，预计全市
租金将维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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