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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雨花客厅的开业改变了南京南站商圈的中高端商业零供应的现状，全市范围内的空置
率轻微上涨，租金轻微下降

 2017年第三季度有一个新项目入
市，将全市中高端商业存量提高至约
281万平方米。

 2017年第三季度全市购物中心的
空置率环比增长1.4个百分点，达到
7.6%。

 中高端购物中心首层平均租金为
14.7元每平方米每天，环比下降4.5%，
同比下降3.3%。

 两个新的项目将在2017年第四季
度开业，带来338000平方米的新增商
业供应。

“核心商圈的空置率和租金预计保持
稳定。同时，非核心区域在发展商业的
同时期待引进崭新的购物中心模式，以
期给消费者带来不一样的消费体验；未
来供应项目集中在河西区域，有望扩大
河西目标客群的辐射范围。”简可，第一太
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图片：河西金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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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端商铺市场
市场概述
在2017年第三季度，全市范围内的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保持稳定增长，
截止到2017年9月底，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为4,090.86亿元，同比上涨
10.5%。同期，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累计达到4,573.03亿元，同比上涨
15.4%。另外，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5890元，同比上涨9.2%。

供应与存量
在2017年第三季度，位于南京南站片
区的雨花客厅开业，体量为80,000平
方米，将全市商业存量提高至约281
万平方米。购物中心占比为76.7%。

需求
2017年第三季度的主要需求来源于餐
饮和体验式零售，部分来源于时尚品
牌。业主更加期待引进更多的体验式
品牌，比如餐饮和娱乐，以期保持人
流量和丰富全市娱乐性商业供给。

以下是主要的成交信息：
- 山姆会员店和泰合玺在雨花客厅首开
店，租赁面积分别是15,000平方米和
383平方米。

- 有货在艾尚天地开了中国首家门店，
一楼和二楼的租赁面积共为3,005平方
米。另外，有货租赁了地下一层，面
积为2,000平方米，明天开业。

- ICICLE（之禾）-一个设计师品牌，
在德基开了首家中国旗舰店，租赁面
积达到850平方米。

空置率和租金
全市范围内，2017年第三季度核心商
圈的空置率环比下降了1.4个百分点，
至7.6%，核心商圈空置率环比上升了
1.4个百分点，至4.3%，同时非核心商
圈的空置率环比上升了1.3个百分点，
至9.1%。

同期，购物中心首层租金环比下降
4.5%至14.7元每平方米每天。在核心
商业区域，租金水平维持在24.5每平
方米每天。同时，在非核心商圈，租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1 不包含低端和中低端项目

图 1
商铺供应和存量1，2002年-2017年第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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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各商业区域租金与空置率，2017年第二季度vs 2017
年第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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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环比上升了4.8%，至10.5元每平方
米每天。

新街口
新街口在硬件设施、商品多样性、服
务和价格方面拥有全市领先水平，空
置率环比下降了0.3个百分点至1.9%
。由于现有供应地理位置的优势且未
来供应的数量较少，区域的首层租金
水平一直维持在全市最高的水平，为
33.6元每平方米每天。

湖南路
湖南路的空置率有显著的下降，从
14.3%的空置率环比下降6.6个百分点
至7.7%，主要是由于金茂汇的租户调
整，之前的租户业绩表现较不理想，
区域首层租金环比下降了4.4%至10.8
元每平方米每天。

夫子庙
夫子庙商业区以高人流量和大体量的
购物中心为显著特征，与新街口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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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vills.com.cn/research  03  

2017年11月市场简报 | 南京商铺

性的商业特征不同的是，夫子庙区域
的购物中心的目标客群为对快时尚和
国际餐饮品牌有较大兴趣的游客和周
边居民。受益于成熟的商业环境和旅
游氛围，区域租金维持在较高水平，
为20.7元每平方米每天，空置率水平
保持相对稳定，下降了0.4个百分点，
至1.5%。

新江东
新江东区域作为河西发展规划的一期
工程，已经发展成为相对成熟的居住
区域，但是，区域内的商业分布较为
分散，且为了对品质品牌保持一定的
吸引力，采取都是比较保守的租赁策
略。结合相对不成熟的商业氛围，
新江东区域保持相对较低的租金水
平和高入住率，目前首层平均租金
为11.9元每平方米每天，环比下降了
13.1%，空置率为2.2%。

河西CBD
河西CBD在近几年已经发展成为成熟
的居住区域，然而，目前区域内只有
一个定位中高端的购物中心，金奥国
际购物广场。河西CBD目前的租金水
平处于比较稳定的水平，租金水平较
低，空置率水平较高，分别是6.8元每
平方米每天和15.5%。

在接下来的两年，由高品质的开发商
开发的购物中心将进入到河西市场，
这些新的商业项目有望提高河西区域
整体的商业环境，并吸引知名的品
牌，引进多样化的商业形式。未来供
应的入市将在短期内提高河西区域的
空置率水平。

市场展望
两个未来供应项目，位于湖南路的新
城吾悦广场，体量为68,000平方米，

位于河西的金鹰世界，商业体量为
270,000平方米，预计于2017年第四
季度入市，新增338,000平方的商业面
积，将全市的商业体量提高至307万
平方米。两个购物中心定位中高端，
目标客群为家庭和办公人群。

大量的新增供应以期在第四季度进入
市场，核心商圈和非核心上商圈的空
置率将会轻微上扬，基于零售商之间
的激烈竞争，租金将面临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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