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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零售市场持续改善，市场对2018年基本面依然看好 。

 2017年，上海零售总额同比上升
8.1%，增速较去年同期提升0.1个百
分点。

 2017年全年共966,500平方米新增
供应入市，较2016年下降18%。 

 购物中心首层租金同比上涨1.4%
至每平方米每天人民币27.4元。南京

西路仍为全市最贵商圈，而小陆家嘴
同比涨幅最高，达7.4%。

 虽然新增供应持续冲击市场，全
市空置率仍持续下降。截至2017年年
末，同比下降2.6个百分点至6.4%。

  预计2018年将有13个项目约126万
平方米新增供应入市，其中浦东和浦
西约各占一半。

“线上线下新的零售形态不断吸
引消费者注意，同时对商场体
验及氛围提出更高要求。”简可, 
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图：淮海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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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线下
对零售市场复苏是否可持续的担忧正
随时间推移而逐步消散。2017年，全
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加8.1%
，增速较2016年同期上升0.1个百分
点。年末消费者信心指数创近三年新
高。
 
2017年全年，网上商店占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的比重达12.2%，较2016年
提高0.8个百分点。但值得注意的是，
该比值在去年第二季度创历史峰值后
已连续两个季度下降。网上商店零售
额在2017全年增长9.6%，近三年来首
次低于10%。

随着网上零售市场增速趋于平稳，众
多线上零售商及平台在过去一年开始
积极布局线下。针对上海消费者的统
计调查显示，有14.7%的消费者以线上
消费为主，但超过半数居民仍在实体

店体验后进行线上消费。在2017年，
阿里不但持续扩张旗下的超市盒马鲜
生，更入股高鑫零售全面介入线下市
场。腾讯入股永辉超市，后者新推出
的超级物种，结合了生鲜超市和餐饮
业态，于12月在五角场万达广场和颛
桥万达广场新开两家门店。此外，国
内领先的奢侈品电商寺库也与百盛集
团战略合作，借力双方的线上线下平
台及货品资源优势，扩大彼此零售版
图。

而近两年涌现的很多藉由互联网崛起
的全新品牌，正摆脱早前互联网品
牌“廉价的流行”的印象，更为注重
品质和设计。在较强的线上客群积累
后，线下门店的开设也顺理成章。近
期的案例包括浦东嘉里城开业的运动
品牌Particle Fever、静安嘉里中心
的内衣品牌Neiwai及万象城的家具品
牌造作。
 
探讨线上及线下孰轻孰重已经不再重
要，零售的界限越来越模糊。随着网
商平台全面反哺线下，大数据等新科
技的介入使线下店铺的承担了更为丰
富的功能。除了售卖货品，在产品消
费反馈、物流安排、品牌塑造等方面
较以往均有了质的提升。对品牌而
言，单独一家门店的店内销售额似乎
已经难再成为考量收益的唯一标准。

有吃、有玩 
在过去一年，餐饮在多个商圈均为新
租面积最多的业态。在有新项目入市
的几个商圈，如南京西路、龙华、七
宝等区域，餐饮无一例外承租了最多
面积。其中在龙华，餐饮新租面积近
乎为排名第二的娱乐业态的三倍；即
便在全市服饰业态占比最高的南京西
路，2017年餐饮在购物中心的新租面
积也高出服饰16%。

餐饮不仅是当下市场最为积极扩张的
业态之一，也已经成为购物中心最为
倚重的业态配置。截至2017年年末，
餐饮业态商铺占上海整体购物中心市
场比重达30.4%，较2016年继续提升
了0.2个百分点。国际品牌新店选址仍
高度集中在核心商圈：Lady M两间餐
厅分别位于小陆家嘴国金中心商场和
新天地北里；香港米其林一星餐厅何
洪记内地首店位于南京西路的兴业太
古汇；新加坡餐厅松发则在静安嘉里
中心开设新店。

由于大面积餐饮多由中式餐厅承租，
中餐在整体市场整体占比持续上升。但
在不同区域间，餐饮形态的差异也越
发明晰。例如，过去两年，淮海中路
和五角场的中餐比例都有所增加，但
前者由43%微增至46%，后者则由58%
增至65%。换言之，淮海中路餐饮依然
诉求涵盖更广泛的全球化消费群，而
五角场的本土化趋向更为明显。

电影院已成为几乎所有新项目的必备
业态，在2017年新租休闲娱乐类租户
面积中占比最高，达30%。而新型休
闲业态的出现，令消费者有了更多去
处。例如在健身品类，私人运动工作
室已占到全部新租健身商户面积的27%
，而在2016年，这一比例为22%。与
传统的休闲娱乐类租户如电影院、书
店相比，健身运动类业态单位承租能
力更高，硬件配置灵活，更强调功能
性，因此也成为众多市中心“麻烦”
项目率先引入的租户。

展望
预计2018年将有13个项目约126万平
方米新增供应入市，其中48%位于浦
东，供应量达602,400平方米，为区域
历史新高。从商圈来看，八佰伴一带
聚集了陆家嘴中心和世纪汇两个14万
平方米的大体量项目，届时有望跃升
位全市规模最大的非中心商圈。其中
陆家嘴中心已宣布与老佛爷中国合作
运营其上海首家店铺。

浦西市场新增项目面积同比有所下
降，但包括南京东路的世茂广场、普
陀长风区域的长风大悦城等数个改造
项目预计将重新入市，预计实际供应
量约与2017年持平。此外，位于浦西
中心地带旧城改造热点的几个区域，
如北外滩、南外滩都将有首个购物中
心项目入市。此类地段涉及拆迁、重
建等问题，周边环境复杂，为定位及
招商带来难度。预计初期开业仍将以
餐饮、业态为主，提升客流和市场认
知度。

整体市场租金预计依然保持平稳。租
金能否稳步上扬，更多取决于项目自
身运营能力及核心消费群忠实度。从
商圈而言，品牌“展示性”需求的增
强，及游客习惯的改变，将进一步抬
升南京东路沿街店铺租金，而在整体
大众市场消费升级的热潮下，南京东
路是否能随之进化，更令人期待。

图 1

网上与整体零售增长，2017年

来源：国家统计局，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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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浦西与浦东购物中心供应，2007
年-2018年预计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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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新租面积最多的前三大业态，2017年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服饰 餐饮 配饰 儿童 家居 美容 娱乐 超市 服务 电子 运动装备 化妆品

南京东路 1 3 2

南京西路 2 1 3

淮海中路 2 3 1

徐家汇 3 1 2

小陆家嘴 3 1 2

中山公园 2 1 3

八佰伴 3 2 1

四川北路 3 1 2

虹桥 1 3 2

大宁 3 2 1

花木 1 2 3

曹杨 1 3 2

龙华 1 2 3

五角场 1 3 2

大虹桥核心 2 1 3

莘庄 2 1 3

张江 3 2 1

七宝 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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