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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盛夏高温天气影响第三季度零售消费，运动及化妆品牌表现出色 。

 2017年前九个月，上海零售总额
同比上升8.0%，增速较去年同期上升
0.1个百分点。

 上海万象城于第三季度开业，为市
场带来240,000平方米新增供应。

  第三季度，核心及非核心商圈购
物中心首层租金均环比上涨0.5%，

分别至每平方米每天人民币50.5元及
16.6元。 

  核心商圈及非核心商圈空置率均
降至近四个季度以来最低值，分别为
6.0%和8.2%。

  小而精的商业项目进一步丰富浦西
零售市场。

“全市购物中心空置率连续三个
季度下降，其中浦东市场降至
2004年以来的历史最低值。”
简可, 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图：上海万象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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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及化妆品类引领假日
零售消费
作为一年中除春节外最主要的国民假
期，上海在今年国庆黄金周受阴雨影
响，游客人次与去年持平，旅游收入
微升2.6%。但消费市场表现不俗，重
点企业七天累计销售额同比增加10.7%
，高于2016及2015年同期水平。游客
贡献了支付宝线下消费的16%1及电影
票房的8.3%2。

从整个上海购物节（9月9日至10月9
日）销售状况来看，同比增幅为9.7%
，较去年下降了0.5个百分点。五个
核心商圈中，淮海中路涨幅继去年后
再度领跑，同比涨幅达19.6%。次中
心商圈如虹桥、苏河湾、竹园涨幅均
超过10%。而浦东的两个奥特莱斯项
目—佛罗伦萨小镇、奕欧来上海购物
村同比增长均达50%左右。两个项目
在分别运营两年及一年后，销售额均
呈稳健增长，更吸引到一些亮点租户
进驻。例如Lululemon将在奕欧来开
出亚洲首家奥莱店，而佛罗伦萨小镇
在第三季度则迎来Prada及Burberry
开业。

品类方面，体育用品及化妆品涨幅最
为显著，分别达21.5%和16.3%。在
五个核心商圈中，均有运动品牌开出
新店。Descente在淮海中路iapm开
出新店并提供单店限定款；Adidas在
南京西路久光百货开出首家篮球跑步
店；Puma入驻小陆家嘴国金中心商
场；Nike在徐家汇港汇广场开出Kicks 
Lounge体验店；New Balance则在
南京东路新开业的外滩中央开出1,000
平方米的旗舰店，除常规商品外，还
提供专业健身服务。

今年夏季上海高温炎热天气较长，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消费热情。好在服
装及食品两大主要类别表现稳定，对
商场业主而言是利好消息。

浦东空置率降至历史最低
全市购物中心整体空置率连续三个季
度下降，在第三季度环比下降0.3个百
分点至7.7%。第三季度新入市的上海
万象城体量巨大（240,000平方米），
但由于预租率超过90%，对全市整体
入驻情况并未形成冲击。

1 来源：口碑
2来源：淘票票　

浦东市场表现仍好于浦西市场。浦东3 
人口约为浦西4三分之一，但零售存量
则为浦西四分之一，商圈分布较浦西
更为集中，对集中式商业更有优势。
截至第三季度末，浦东购物中心平均
租金同比上涨了2.9%，而小陆家嘴作
为浦东核心商圈，租金同比上涨8.2%
，涨幅为各商圈最高。

浦东市场空置率目前已降至4.2%，
达历史最低值。几大主要商圈空置率
环比全线下降。除世博区域外，其他
主要商圈均位于全市空置率最低十

3外环内
4外环内及莘庄、七宝、梅陇

个商圈之列。其中，花木区域的喜马
拉雅中心由于引入宝燕商城及兜兜侠
国际启蒙中心，区域空置率大幅下降
5.8个百分点。同区域的浦东嘉里城
在新一轮调整中提升了西餐比例，引
入了浦西热门餐厅Pintxos及Beef & 
Liberty，目前已满租。

浦西市场空置率环比下降0.1个百分
点至8.6%。各主要商圈涨跌互现。其
中，新江湾城及大虹桥核心区通过引
入新的娱乐及亲子类大面积主力店，
环比分别下降5.1和3.9个百分点。截
至第三季度末，新江湾城的悠方购物
公园已是全市亲子类租户配比最高的

图 1

按品类月度零售额增速, 2016年5月-2017年8月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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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租金指数，2010年第三季度-2017年第三季度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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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场之一，比例约占现有入驻面积的
30%。

小而精的商业项目进一步
丰富浦西零售市场
浦西市场近年供应巨大，在2016年
及2017年分别占到整体供应的86%

和97%。而在未来五年，上海10万平
方米以上的大体量项目仍多数位于浦
西。

压力之下，新项目业主对开业准备更
加谨慎。近两年，虽然各新项目开业
率高低不同，但多数力在确保预租率

能在七成之上才会开出项目，否则便
讳言开业计划。而第三季度新开业的
上海万象城实现开业率超过90%，则
属不易。

在大体量新项目接踵入市之际，随着
浦西旧改推进，一些独具特色的小型
商业项目同样成为亮点。在2017年，
已有丰盛里（南京西路）、永平里
（前法租界）、外滩中央一期（南京
东路）三个历史建筑改造项目相继入
市。此外，Prada历时六年修缮的陕
西北路一栋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的花
园洋房也已开放，将用于品牌商业展
示和艺术文化策展。

这些小尺度的改造项目多由政府主
导，但也见到越来越多的民间资本
参与。由于历史底蕴丰厚，其建筑特
色、景观环境和零售元素结合后，往
往获得更多市场关注与赞誉。无论对
周边居民、游客或消费者都提供了传
统大盒子购物中心供应无法达到的体
验，并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上海零售市
场（特别是核心商圈）吸引力。

Research Retail 

图 3

十个空置率最低的区域，2017年第三季度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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