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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第一季度两座购物中心开业，全市商场存量扩大，空置率被推高。

 2018年头两个月，广州市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增长至人民币1,474亿元，
同比增长8.2%。

 第一季度有两个优质零售项目进入
市场，体量共计约25.4万平方米，致使
市场总存量达561万平方米。

 全市首层租金水平环比增长0.8% 至
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712元，同比增长
1.9%。成熟商圈首层平均租金水平同比
增长3.9%，而新兴零售区域首层平均租
金水平同比下降0.1%。

 全市空置率环比下降1.5个百分点至
5.9%，同比则增长1.5个百分点。海珠
区空置率下降幅度最大，环比下降14个
百分点，主要是由于2017年第四季度
开始试营业的六元素体验天地，拉高了
该区整体吸纳水平。

“广州物中心内增加更多餐饮及
服务布局并结合体验式的营销
策略，已成为购物中心重新定位
的新趋势。与传统的纯商品销
售相比，多功能的购物中心正在
改变着城市零售格局。”林木雄，
第一太平戴维斯华南区

图片：K11，珠江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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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综述
2018年首两月，广州市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达人民币1473.8亿元，同比上
升8.2%，较2017年同期低1.1个百分
点，但高于北京及上海。

在农历新年期间，餐饮及酒店住宿行
业大幅提升了零售总额。按行业来
看，批发零售业同比增长8.8%，住宿
及餐饮行业同比增长4.1%。

市场供应
一季度两个优质购物中心开业，带来
了25.4万平方米的新增供应量，核心
零售市场存量增加至561万平方米。

• 座落于珠江新城的K11艺术购物中
心，总体量为7.4万平方米，为广州
首座艺术主题购物中心。K11融合了
艺术、人文及自然元素，为消费者带
来博物馆零售体验，并在开业期间
成功吸引大量年轻消费群体。该购物
中心拥有一系列租户，例如Emporio 
Armani、 Moschino、Sergio 
Rossi、言几又书店、CGV影院及包
括Mercato 和Mango Tree在内的多
家餐厅。

• 位于白云新城的安华汇，体量达18
万平方米。该购物中心针对大量的居
民家庭，提供多个适合家庭消费的品
牌，包括易初莲花超市，迪卡侬，丹
尼熊成长乐园和TOTO卫浴。

天河路及越秀区仍然是广州市的核心
零售区域。就体量而言，天河路目前
占有约21%的市场份额，而越秀区则
占据13%。到2018年底，预计全市主
要零售供应量同比增长65%，2018年
开业的项目中有75%的项目零售面积
超过6万平方米。以提供更多元化的
服务和商店为重点，不断满足消费者
的需求，已逐步成为大型购物中心的
趋势。

越来越多购物中心在新兴区域开业；
目前白云区主要零售项目存量已超过
越秀区。未来几年，这个趋势仍将持
续持续，白云及番禺区将受到零售商
重点关注。

图 1

广州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月度变化，2006年1月-2018年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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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2018年第一季度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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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置率
2018年第一季度，全市空置率环比下
降1.5个百分点，同比增长1.5个百分
点。总体而言，空置率变化相对保持
平稳，部分区域整体零售情况利好。

2017年零售市场经历了大批百货业态
租户的撤场。百货业态租户在购物中
心中一般占据较大的空间面积，随后
的租户组合调整及店面整修需要更长
的时间，导致整体空置率水平同比有

所上升。商场经营者面对运营压力，
不仅需要适应变化的市场，更需要不
断吸引租户。零售市场变化之快，相
较传统百货零售店，体验类商店变得
更吸引消费者。

海珠区的空置率环比下降14个百分
点，主要是由于新开业的购物中心在
开业前期租户签约率较低，而在一定
市场培育期后入驻情况随之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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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的体验类租户所占比例维持平
稳。然而，海珠区内的体验类商家数
量在全市范围内录得最显著的增长，
环比增长6.9个百分点。

在农历新年的高峰期后，购物中心运
营方已经开始对购物中心进行重新定
位及商户重组调整。在体验类商家
中，餐饮在核心及非核心区域内占有
最大的市场份额。总体来说，体验类
商家，特别是休闲娱乐类业态，所占

的市场份额仍然在增长。相比传统零
售业态，某些购物中心内休闲娱乐业
态类的租户已占有较大比例。这些购
物中心包括中信广场，五月花广场，
捷登都会广场和白云汇。

租金水平
2018年第一季度，全市首层平均租金
水平环比增长0.8%，同比增长1.9%
，至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711.7元。
核心商圈首层平均租金水平环比增长

0.2%，同比增长3.9%，至人民币每平
方米每月1,128元，非核心商圈首层
平均租金水平为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
368.5元，环比增长0.8%，同比轻微下
降0.1%。

天河路首层平均租金水平环比增长
0.2%，同比增长6.5%，仍是广州首层
平均租金价格最高的区域。一季度中
荔湾及海珠的首层平均租金水平表现
积极，环比增长2.2%，同比增长分别
为4.6%及0.46%。荔湾首层平均租金
水平为人民币每平方米每月460元，海
珠区首层平均租金水平为人民币每平
方米每月480元。

零售商信息

以丰富消费者生活方式及体验为主导
的品牌，正进一步拓展广州零售市场
并扩大影响力。以下为一季度广州部
分新开业租户信息：

•K11内有超过48%的商户为该品牌的
广州首店。例如餐饮品牌梵高艺术餐
厅, T.P.S完美切割牛肉主题和帕斯库奇
咖啡，时尚品牌Krizia、United Nude
和Sergio Rossi。

•维多利亚的秘密华南区首家全品类旗
舰店在广州太古汇开业。

•LVMH集团旗下的餐饮品牌Cova 广
州首店在丽柏广场开业。

市场展望
一季度广州零售市场表现平稳。面
对“新零售”冲击，越来越多零售商
从原来的销售商品转向综合销售产品
及体验。商场经营者也将进一步改善
其设施及运营水平，并通过营销活动
来增加商场客流量。同时，这些举措
也将吸引到希望在广州拓展及扩大市
场的国际知名品牌，鼓励消费者进行
更多线下消费，进而帮助商场经营者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预计下一季度受一购物中心新开业情
况影响，全市零售市场空置率将有轻
微增长，然而，全市首层平均租金水
平仍将维持平稳。

图 3

全市各区域购物中心空置率，2017年第四季度VS. 2018年
第一季度

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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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2018年第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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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立方 越秀 19,316

金沙汇 白云 45,000

岭南新世界 白云 70,000

天河万科广场 天河 70,000

番禺天河城 番禺 97,500

金沙洲永旺梦乐城 白云 1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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