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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精品超市为吸引新一代消费者迭代升级。

 2018年前五个月，上海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同比上升7.3%，增速较去
年同期下降0.9个百分点。

  第二季度共有三个新项目共
314,380平方米零售面积入市，且有两
个项目完成改造升级。

  全市购物中心首层租金第二季度
环比上涨0.4%至每平方米每天人民币
27.9元。

 核心商圈购物中心空置率较上季度
上升1.0个百分点，为6.2%；非核心商
圈空置率下降0.2个百分点，至6.6%。

  精品超市迭代升级，尝试新零售、
新品牌孵化及业态创新。

“消费需求是第二季度经济增长
的关键驱动力之一。政府对此
愈加重视，除降低进口关税及
企业增值税，亦计划提高个税
起征点。”简可, 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
研究部

图：Peet's  coffee, 武康庭



02  

市场简报 | 上海商铺 2018年7月

市场综述
第二季度，上海共有三个新项目开
业，为市场新增314,380平方米零售建
筑面积。

张江绿地缤纷广场是总体量约98,000
平方米的综合体项目，包含商业、
办公及loft公寓，其中商业部分面积
为34,380平方米，办公及loft部分为
63,000平方米。项目以张江科技园区
的年轻白领、周边高端小区住户等中
高端客流为目标客群，主打运动、潮
流时尚及体验式消费。

世纪汇为四线交汇的世纪大道地铁站
上盖项目，综合体总建筑面积360,000
平方米，包括140,000平方米商业及
130,000平方米办公。世纪汇目前入驻
率超过80%，其中Inditex集团携旗下
含Zara在内的五个品牌进驻，这也是
Inditex首次在浦东带领多品牌入驻单
一项目。此外，主力租户还包括高端
生鲜集市Deli life（食和家）、Pure集
团旗下Pure Yoga与Pure Fitness、橙
天嘉禾影院旗舰店等。

静安大融城临近大宁商圈，是体量达
到140,000平方米的购物中心。该项目
定位为综合型体验式购物中心，包括
家庭、运动、餐饮、时尚及儿童教育
在内的5栋主题生活馆为周边客群带来
一站式服务。主力租户有永辉全国首
家Bravo YH plus、上海寰映影城、星
际传奇 & MELAND儿童成长乐园、钟
书阁、威尔士等。

除新增供应外，第二季度有两个项目
完成改造升级。长风大悦城，前身为
长风景畔广场，商业体量120,000平方

米。2016年11月大悦城地产收购后，
改造为上海第二个大悦城项目。围绕
项目周边白领女性和亲子客群，引进
乐高探索中心、DKNY Sport、Cote 
& Ciel等中国首家门店；并延续大悦
城特色，打造了Queen’s Lane女性
艺术体验主题街区和Gordon Park屋
顶综合性潮流运动空间。另外，绿地
商业完成对海外滩生活广场的改造，
更名为黄浦绿地缤纷城在本季度开
业，由社区型商业升级为品质型商业
体，商业建筑面积49,000平方米。

全市购物中心首层租金第二季度环比
上涨0.4%至每平方米每天人民币27.9
元。其中由于长风大悦城的升级完
成，使长风商圈首层租金上浮明显。

本季度全市空置率为6.5%，环比上升
0.1%。其中核心商圈购物中心因租户
调整，空置率环比上升1.0个百分点，
为6.2%；非核心商圈则因改造升级和
新项目较高的租户入驻率、部分大面
积租户进驻，使空置率环比下降0.2个
百分点，至6.6%。

奢侈品牌本季度存在调整，IFC国金中
心Hermes、Chanel等多家首层门店
在装修升级中，因此在二层另外租赁
铺位经营；Tod's在IAPM环贸一层另
开新店，原Hogan已挪至其它铺位； 
Dolce & Gabbana撤出K11，所在区
域第二季度先后迎来Chanel “Coco 
Game Center” 、酩悦香槟等快闪
店，吸引大量客流关注并前往购物中
心排队体验。

精品超市迭代升级
作为商业领跑者的上海，电商给实体
零售带来巨大压力。传统超市品牌亦
竞争激烈，其同质化表现已无法满足
90后乃至千禧一代日益挑剔的消费需
求。因此，以盒马先生、G-super及
永辉等为代表的精品超市逐渐在新零
售、新品牌孵化及业态创新等方面做
出尝试。

盒马鲜生在嘉定南翔店首次引入机器
人技术，在店内设置机器人餐厅。顾
客在超市生鲜区选购食材后，通过自
动化传输、烹饪、送餐设备完成传统
人工点单、烹饪、送餐的过程，显著
提高其营业效率。

绿地旗下精品超市G-Super在徐汇绿
地缤纷城开出首家“吃喝研究所”。
除了设置鲜酿啤酒区、冰淇淋销售营
外，还增加自助洗衣、亲子课堂、网
红直播区等，试图吸引更多年轻消费
客群。

永辉推出的创新业态永辉私厨即将在
龙湖虹桥天街开业。门店前半区提供
私人订制餐饮服务、咖啡吧、内部团
建等功能，后半区“超级研习社”为
烘焙体验、厨艺培训、食材开发等，
使精品超市在零售外与顾客产生更多
交互，培养会员忠诚度。

图 1

空置率，2016年第二季度至2018年第二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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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区域租金指数，2013年第一季
度至2018年第二季度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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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户 盒马鲜生南翔店 吃喝研究所 永辉私厨

项目 东方伟业广场 徐汇绿地缤纷城 龙湖虹桥天街

面积（平方米） 7,000 2,100 700

母公司 阿里巴巴 绿地 永辉

特色 机器人餐厅 鲜酿啤酒区、亲子课堂、网红直播区 私人订制餐饮、厨艺课堂

表1

精品超市创新业态，2018年第二季度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租户 类别 项目 区域 面积
(平方米)

Fila 服饰 上海悦荟广场 南京东路 900

Sephora 配饰 虹口龙之梦购物中心 四川北路 350

Nike 服饰 凯德龙之梦闵行广场 莘庄 200

Peet’s coffee 餐饮 静安嘉里中心 南京西路 120

表2

租赁成交案例，2018年第二季度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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