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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2018年第三季度无新项目开业，全市租金和空置率水平保持在稳定的水平。

 2018年第三季度无新项目开
业，中高端商业存量保持在约422万
平方米。

 第三季度全市购物中心的空置率
环比下降了0.7个百分点，至6.2% 。

 中高端购物中心首层租金环比上
升了0.8%，至人民币14.0元每平方
米每天，同比下降4.5%。

 2018年第四季度预计将有一个
中端商业项目入市，新增商业供应约
100,000平方米。

“非核心商圈的新项目以相对
较低的租金入市，一定程度上
降低了全市平均租金。新兴商
圈的商业项目不断开业改变了
南京整体的商业格局并提高了
城市的商业活力。”简可，第一太平
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图片：燕子矶花园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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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概述
2018年第三季度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
额保持稳定增长，截止到2018年9月
底超过4,262亿元，同比增长8.9％。
同期，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同比增长9.2
％，至4,077亿元。此外，全市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8.9％。

供应与存量
第二季度入市的两个购物中心项目将
全市商业存量提高至422万平方米，
其中购物中心的占比约为71％。2018
年第三季度无新商业项目开业，全市
的商业存量保持在422万平方米。

由于核心商圈有限的空地出让和较高
的土地价格，核心商圈在近几年都没
有新项目入市，2018年第四季度和
2019年整年即将入市的项目均集中在
新兴商圈，标志着南京商业格局的转
变，城市商业不断由城市中心和周边
区域向新兴住宅区域扩散。

需求
2018年第三季度主要的租户需求来
源于时尚品牌和奢侈品品牌。随着
Champion南京首店的开业，更多的
潮牌开始在二线城市开拓市场。业主
倾向于引进一线城市运营成功的新零
售品牌。

主要成交包括：
- Superdry在虹悦城租赁了250平方
米，为南京首家门店。

- 盒马鲜生的南京第三家门店在21世
纪太阳城开业。

- Delvaux，来自比利时的奢侈品皮
具品牌，在德基广场开设第一家门
店，租赁面积300平方米。

空置率和租金
2018年第三季度，全市范围内商场的
空置率下降了0.7个百分点，至6.2%
。核心商圈的空置率下降0.9个百分
点，至4.8%，非核心商圈的空置率环
比下降了0.7个百分点，至6.6%。

全市平均首层租金环比上升了0.8%
，至人民币14.0元每平方米每天。在
核心商圈，首层租金环比下降0.5%
，至人民币22.8元每平方米每天。同
时在非核心商圈，首层租金环比上升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图 1
商业供应和存量，2007年至2018年第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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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各商业区域租金与空置率，2018年第二季度vs 2018年第
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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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1.2%，至人民币10.2元每平方米
每天。

新街口
新街口作为南京主要商圈中最成熟的
商圈，为很多品牌首次进入南京的首
选区域。空置率依然为全市最低水平
2.0%。该区域平均首层租金保持在全
市最高水平，为人民币33.8元每平方
米每天，环比上升了0.8%
湖南路
由于区域的大型项目的建设和现有商
业项目的租户调整，区域内的交通可

达性和购物的便利程度均受到了很大
程度的影响。因此，商场的空置率环
比上升了2.1个百分点，至12.4%。 该
地区的租金保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
为人民币10.2元每平方米每天。

夫子庙
得益于周边丰富的旅游资源，夫子庙
区域商业的空置率维持在相对较低的
水平，为1.5%，环比下降0.5个百分
点，由于鹏欣水游城的租金上浮，区
域的购物中心首层平均租金轻微上涨
至人民币21.0元每平方米每天。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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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江东
该区域的商业项目主要定位客群为周
边的居民和上班族。空置率保持在稳
定的水平，为2.6%。由于成熟项目中
的租户相对稳定，首层平均租金轻微
环比上升了1.4%，至人民币12.4元每
平方米每天。

河西CBD
2018年第三季度，河西CBD商圈的
首层平均租金和空置率均保持在相对
稳定的水平，空置率为16.3%，租金
为人民币6.8元每平方米每天。华采
天地原先预计将于2018年第四季度入
市，由于工程延迟原因，项目开业时
间推迟至2019年第二季度。该项目预
租表现良好，将满足区域工作客群的
消费需求。

市场展望
2018年第四季度预计只有一个商业项
目入市，新增100,000平方米的商业
体量，这个项目的开业将吸引较多的
新品牌进入南京市场。燕子矶花园城
的开业标志着燕子矶板块商业的市场
的开端，区域内目前有几个在规划的
大型购物中心项目。

随着新兴商圈商业体量的不断提高，
南京居民可以享受到更加多样化的消
费选择和更加便捷的消费途径。核心
商圈内有限的商业供应限制了品牌扩
张至该区域的计划，部分新进南京的
品牌开始在新兴商圈寻找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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