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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新增供应高预租率使全市空置率在上半年持续走低。

 2017年前五个月，上海零售总额
同比上升8.2%，增速较去年同期上升
0.4个百分点 

  第二季度共有四个新项目共
349,700平方米零售面积入市 

  第二季度，核心及非核心商圈购
物中心首层租金均环比上涨0.2%，

分别至每平方米每天人民币50.2元及
16.6元 

  核心商圈购物中心空置率保持不
变，为6.3%；非核心商圈空置率下降
0.6个百分点，至8.7%

  餐饮是目前购物中心市场占比最大
的业态，且扩张势头不减

“核心商圈项目改造力度空前，
通过整体或局部翻新带来的全
新空间有望在2018年进一步激
活品牌租赁需求。”简可, 第一太平
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图：茶阁里的猫眼石，淮海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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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综述
第二季度共有四个新项目开业，为市
场新增349,700平方米零售建筑面积。

作为极有可能成为南京西路沿线最后
一个大型综合体项目，兴业太古汇引
入超过20个全新品牌进入上海市场，
包括1,300平方米的Space Cycle及
2,700平方米的星巴克Roastery门店。
此外，项目亦引入极为丰富的美妆及
护肤品牌线，包括Cha Ling、Shu 
Uemura及Atelier Cologne等。

长宁来福士广场是总体量达360,000
平方米的综合体项目，围绕历史悠久
的圣玛利亚女校而建。其商场部分定
位略高于临近的龙之梦购物公园。首
层租户包括Attos、Apm Monaco及
Tommy Hilfiger等。此外，项目还引
入了数家海外知名连锁餐厅，如美国
的White Castle及新加坡的老街Old 
Street。

King 88广场引入韩国家居品牌汉森
作为主力租户。汉森家居、盒马鲜生
及威尔士健身占据了项目近半零售面
积。 

怡丰城是闵行西区近12月来开业的第
三家10万平方米（及以上）大型购物
中心，而在今年下半年，区域内仍将
有440,000平方米新增供应将入市。
相对区域内其他项目，怡丰城更为重
视儿童及亲子类业态，约18%的面积
给予此类租户，比例显著高于区域内
七宝万科广场及七宝宝龙城市广场。
其中，幻贝乐及小马快跑早教中心都
是首次进入上海市场，颇受消费者欢
迎。

由于新入市项目预租率均较高，以及
较新已开业的大型购物中心入驻率持
续提升，全市购物中心空置率环比下
降0.5个百分点至8.0%。

若剔除新增供应的影响，多数新增吸
纳则由非中心商圈（主要位于内外环

间）贡献。目前，非中心商圈占全
市购物中心存量约48%。虽然全市整
体供应放量，但局部市场供需仍较均
衡，其中浦东张江空置率已降至4.3%
，低于核心商圈均值，租金却低于市
中心约六至七成，对部分零售商颇具
吸引力。

核心商圈目前有约300,000平方米的
零售面积处于改造中，相当于核心

存量的12%，改造范围及力度空前。
虽然非核心区域设计新颖、体量巨大
的购物中心持续入市，品牌租户亦随
之持续外扩，对核心商圈客流形成冲
击。但零售品牌对核心商圈租赁需求
并未因此缩减，如在第二季度，Zara 
Home及Gap均在南京西路扩租新
店。随着众多项目逐步完成改造，提
升硬件设施，核心商圈潜在租赁需求
有望进一步被激活，并在2018年逐步

图 1

空置率，2017年第二季度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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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核心商圈新租餐厅菜系分布，2017年第二季度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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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现。位于南京东路的世茂广场已宣
布Nike、Sephora及Pandora均将
在其明年重新开业的项目中开设大型
旗舰店。 

餐饮热潮不减
餐饮在近年来一直是开店最为活跃的
业态之一，其在全市购物中心面积占
比也持续提升。截至2016年末，餐饮
店铺在整体市场零售面积占比为23%
，为各业态之首。

伴随一系列网红店热炒话题，餐饮在
2017年依然热度不减。在第二季度，
餐饮店在核心商圈购物中心新租约
11,800平方米面积，相当于上季度市

场空置面积的四分之一。其中中式餐
饮尤为抢眼，在新租面积中占比高达
72%。

而在以上新租的中式餐厅中，仅有
27%此前由其他中式餐厅承租，其余
或为空置（25%）、或由其他菜系餐
厅承租（27%），或为非餐饮用途
（21%）。例如，哈尼哈尼云南石锅
鱼在来福士广场租下此前由Life By 
City Super租赁的部分面积，益丰外
滩源此前数个空置单元则由逸道租
下。

租赁需求旺盛，导致餐饮店铺租金持
续上升，进而使许多店铺通过缩减面

积缓和成本压力。800平方米以上的大
型餐厅如今在成熟商场愈发少见，早
期长租约结束后，业主更多通过切割
成数个100至250平方米的单元提升租
金收益。此外，日益严格的消防规定
对业主及商户也带来更多成本压力。

然而餐饮业者面临的种种挑战短期内
恐难以缓解。除成熟商场进驻门槛日
益提升，政府自去年来严查“居改
商”也使一些创业型小店选址难度增
加。预计餐厅平均面积或将继续缩减
之余，外卖服务也将成为另一重要的
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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