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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第四季度，广州共三处购物中心集中开业推高全市空置率。

 2017年1-11月，广州市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增长至人民币8,548亿元，同
比增长8.2%，增速同比小幅放缓0.8个
百分点。

 第四季度，三处优质购物中心投
入试营业，体量共计23.2万平方米，
将优质零售物业总存量推高至536万平
方米。

 第四季度，全市购物中心首层平均
租金水平为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714.2
元，环比上涨1.3%，同比上涨6.4%。
其中核心商圈首层平均租金环比上涨

1.9%，新兴商圈首层平均租金则结束了
前两个季度的连续下跌。

 全市主要商圈优质购物中心的整体
空置率环比上升1.9个百分点至7.4%，
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其中，位于海
珠区六元素体验天地的开业显著推高了
全区空置率。

 全市体验类商家1占比同比下降2.7
个百分点。零售类商家的复苏在一定程
度上导致体验式业态占比下降，其中服
饰类、配饰类租户业态占比分别同比上
涨7.9%和1.7%。
1体验类商家包括：娱乐业态，游乐场，电影院，
餐饮等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稳健增长和健
康的商业环境带动广州商业投资市
场活跃，2017年广州共三处购物中
心完成转让。2018年，广州购物中心
供应将继续延续势头，数个大型购
物中心将于非核心商圈开出。供应密
集释放将加速非核心商圈的发展，但
另一方面也将对商业市场带来消化
压力。”罗瑞，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图片：天环广场，天河路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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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综述
2017年1-11月，广州市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达人民币8,548亿元，同比增长
8.2%，增速同比下降0.8个百分点；其
中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零售额分
别增长8.5%和6.0%。

纵观2017年，广州优质零售物业市
场调整动作不断，购物中心类型逐步
由单一功能消费场所、传统式购物中
心向多功能混合的公园式购物场所转
变。新零售发展趋势将融合线下购物
体验及家庭式娱乐，并打造独特购物
场景。

市场供应
2017年，广州购物中心新增供应同比
上涨71.9%，助推总存量升至536万
平方米，其中天河北（21%），越秀
（14%）市场占有份额最大。新兴商
圈发展势头强劲，市场份额分别涨至
白云（14%），海珠（12%），番禺
（10%）和珠江新城（10%）。

共三处购物中心于第四季度开业，季
度总供应达23.2万平方米。

•漫广场位于天河区，总体量为6.2万
平方米，以面向年轻新生代消费主
力。部分主力店包括优衣库，永辉超
市，中影国际影城，M+BOOKS。

•亚运城广场为番禺亚运城第一个大型
购物中心，总体量为6万平方米。受到
亚运城住宅社区辐射影响，购物中心
主要以小康家庭为目标消费群体。

•琶洲六元素体验天地商业建面共计
11万平方米，项目前瞻性指出儿童消
费占家庭消费支出的不断上升，定位
为大型亲子体验式主题购物中心。虽
然项目在开业初期空置率较高，但儿
童类相关业态占比已达28%。其中主
力店包括，小Q亲自乐园，EMA国际
教育，维尼国际英语艺术、多象美术
教育、巴拉巴拉童装。待购物中心入
住情况好转，儿童业态占比将有进一
步提升。

空置率
第四季度，广州全市优质购物中心整
体空置率环比和同比分别上升1.9个百

图 1

广州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月度变化，2006年1月—2017
年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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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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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点和3.9个百分点，至7.4%。其中，
六元素体验天地的开业显著推高了海
珠区空置率，其它区域空置情况表现
稳定。2018年购物中心供应激增，体
量或将同比上升95.8%，将加剧购物中
心开业压力。购物中心业主将通过制
定合适的战略以缓解招商压力，并吸
引客流。

餐饮和零售服饰租户占据市场最大份
额，分别达到22%和21%。2017年，

全市体验式业态占比同比下降2.7个百
分点，至32.4%。服饰类和配饰类租户
表现活跃，其市场份额分别同比上升
了7.9个百分点和1.7个百分点。另一方
面，休闲娱乐类和餐饮类租户维持平
稳扩张，市场份额分别同比上涨3.6个
百分点和2.0个百分点。

天河路商圈、荔湾和越秀录得显著的
体验式业态占比涨幅。然而，一些位
于新兴商圈的购物中心在经历培育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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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痛后体验式占比有所下滑，主要由
于业主随着项目运营趋于稳定，逐渐
启动业态组合调整，并引入优质租户
以追求更高的租金收入。

租金水平
第四季度，广州全市购物中心首层
平均租金环比上涨1.3%，同比上涨
6.4%，至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714.25
元。核心商圈首层平均租金环比上涨
1.9%，同比上涨6.0% 至人民币每平方

米每月1,123.7元。非核心商圈首层租
金中止连续两季度的下跌，于本季度
环比回升0.8%至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
368.5元，同比上升0.8%。天河路商圈
租金上涨幅度居全市第一，环比和同
比分别上涨1.5%和9.9%。越秀于第四
季度录得良好租金表现，首层租金环
比升幅达2.6%，同比上升5.4%。作为
广州传统商业区，越秀不仅受到天河
路商圈的冲击，亦受到周边非核心商
圈快速发展的影响。

零售商信息
2017年，服饰类租户和休闲娱乐租户
表现最为活跃，市场占有份额有所上
升。商业市场投资环境利好，推动广
州三处购物中心（西城都荟、太阳新
天地、乐峰广场）成功易手。另一方
面，已有数个购物中心开展定位调整
和租户组合升级，以提高消费者吸引
力并增加租金收益。

广州商业市场继续朝扩张和多样化方
向发展，第四季度市场部分扩展信息
如下：
- 加拿大运动品牌，Lululemon于太古
汇开出华南区首家门店，面积约为121
平方米。

- 美国潮流服饰品牌，拉夫·劳伦，于
丽柏广场开出广州首家门店，店面约
为100平方米。

- UA电影院于东方宝泰开出，建面约
为2,000平方米。

- 广州首家无人书店“未来书店”于中
天购物广场试营业。

市场展望
预计2018年将迎来超过100万平方米
的新增优质零售物业供应，新增项目
主要集中在番禺和白云。未来大量新
增优质零售物业将在新兴商圈扎堆，
这也将导致这些商圈短期内迎来较为
严峻的市场寒冬期。由于新兴商圈对
商业培育比核心商圈难度更高且时间
更长，加上众多项目在短时间内推
出，因此对区域内的租金和吸纳压力
将加大，商场能否顺利过渡好培育期
对新兴商圈的持续发展尤为关键。

大量的新增供应将对全市优质零售物
业市场带来一定冲击。预计2018年
核心商圈的空置率和租金都将保持平
稳；非核心商圈将明显受到新项目入
市影响，空置率因而将有所上升，租
金亦将承压。

图 3

全市各区域购物中心空置率，2016年VS.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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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购物中心首层租金指数，2009年—2017年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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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8年预计入市项目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项目名称 所在区域
建筑面积

（平方米）
预计交付时间

岭南新世界 白云 70,000 2018年

天河万科广场 天河 70,000 2018年

K11 珠江新城 74,000 2018年

番禺天河城 番禺 97,500 2018年

安华汇 白云 180,000 2018年

金沙洲永旺梦乐城 白云 130,000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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