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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前三季度，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人民
币4,261.7亿元，同比增长8.9%。

•   2018年第四季度，仅燕子矶招商花园城开业，中高端商
业存量增至约432万平方米。全市空置率环比下降了0.6
个百分点，至5.5%。

•   全市空置率环比下降了0.6个百分点，至5.5%。

•   中高端购物中心首层租金环比上升了1.2%，至人民币
13.8元每平方米每天，同比上升3.9%。

•   2019年预计将有六个中端商业项目入市，新增商业供
应约563,000平方米。未来商业项目大多集中在非核心
商圈，预计入市后将帮助和提升南京市多核心商圈的
发展。

•   2018年第四季度主要的租户需求来源于儿童相关品
牌和生活品牌。

•   核心商圈的平均首层租金环比上升1.6%，至人民币
13.8元每平方米每天；非核心商圈的平均首层租金环比
上升1.0%，至人民币10.0元每平方米每天。

•   核心商圈的空置率保持稳定于4.8%；非核心商圈的空
置率环比下降0.8个百分点，至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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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四季度燕子矶招商花园城开业迎客
全市整体租金微幅上升，空置率小幅度下降。2019年预计有6个新项目入市，均位于新兴商
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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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 心 区 域 趋 于 饱 和，较 低 的
空 置 率 和 有 限 的 发 展 空 间
让 发 展 商 和 零 售 商 将 其 在
南 京 的 拓 展 放 在 新 兴 区
域 。”  
简可，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及顾问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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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新增购物中心供应，2014年至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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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空置率，Q1/ 2014年至Q4/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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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租金指数，Q1/ 2014年至Q4/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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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租赁成交案例，2018年第四季度

来源  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市场概述
2018年第四季度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保持稳定增长，截止到2018年12月底达人
民币5,832.5亿元，同比增长8.4％。同期，
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8.9％。

供应与存量
位于栖霞区的燕子矶招商花园城于2018

年第四季度开业。招商花园城体量约10万
平方米，是燕子矶内的首个购物中心，目标
客群为家庭消费者，商场内有大比例的儿
童相关品牌。该项目入市使得全市中高端
商业存量增至约432万平方米，其中购物中
心占比71%。

需求
2018年第四季度主要的租户需求来源于

儿童相关品牌和生活品牌。值得一提的是
无印良品在南京开了其在中国区域的第三
家“世界旗舰店”。

主要成交包括：
- 无印良品在雨花客厅租赁735平方米，并
在新街口东方福来德商场开出3,256平方
米的中国第三家“世界旗舰店”。
- 露露柠檬在德基广场开设南京首店。
- 源自杭州的优露童装在虹悦城开店。

空置率和租金
2018年第四季度，全市范围内购物中心

空置率下降0.7个百分点，至5.5%。核心商
圈的空置率保持稳定，为4.8%；非核心商
圈的空置率环比下降0.8个百分点，至
5.8%。

全市平均首层租金环比上升1.2%，至人
民币13.8元每平方米每天。在核心商圈，首
层租金环比上升1.6%，至人民币23.0元每
平方米每天。非核心商圈首层租金上升相

对较缓，环比上升1.0%，至人民币10.0元
每平方米每天。

新街口作为“中华第一商圈”，在南京一
直是租户和消费者的第一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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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路区域的大型项目的建设和现有商
业项目的租户调整，导致空置率环比上升
1.1个百分点，至13.5%。租金略微提升，于
2018年年底至人民币10.5元每平方米每
天。

夫子庙人气持续火热，区域商业空置率
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为0.8%，环比下
降0.7个百分点，在标杆项目鹏欣水游城的
带动下，区域购物中心首层平均租金轻微
上涨0.6%，至人民币21.2元每平方米每
天。

新江东作为成熟的住宅区，在2018年第
四季度没有新项目开业。空置率环比微降
0.3个百分点，至2.3%。首层平均租金保持
稳定至人民币12.4元每平方米每天。

河西CBD在2018年第四季度空置率环比
下降1.6个百分点至14.7%；租金为人民币
6.8元每平方米每天，维持上一季度水平。
华采天地预计将于2019年第二季度入市，
有望提升该区域的商业质量和多样性。

市场展望
2019年预计有六个商业项目入市，新增

563,000平方米的商业体量。其中位于新
兴区域河西新城的华采天地，将为商业市
场带来大约170,000的体量。该项目定位为
中高端商业体且面向家庭和白领消费者。

未来商业项目大多集中在非核心商圈，
预计入市后将帮助和提升南京市多核心商
圈的发展。

租户 类别 项目 区域 面积(平方米)

无印良品 生活零售 东方福莱德 中山公园 390

露露柠檬 户外运动 德基广场 新街口 256

优露童装 童装 虹悦城 夫子庙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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