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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为了从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品牌积极提升门店形象。

 2018年前八个月，上海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同比上升8.0%，增速较去
年同期上升0.2个百分点。

 第三季度共有两个新项目共
206,000平方米零售面积入市，分别是
位于黄浦区的凯德晶萃广场及浦东新
区的置汇旭辉广场。

 全市购物中心首层租金环比上涨
0.4%至每平方米每天人民币28.0元。

 核心商圈购物中心空置率较上季度
上升0.1个百分点，为6.3%；非核心商
圈空置率下降0.2个百分点，至6.4%。

 联合办公需求稳健增长，预计租户
市场份额至年末将提升至0.6%。

 众多首店、新概念店伴随新项目争
相入沪刺激消费热情。

“品牌以旗舰店、新概念店的形
式扩张，无论线上或线下，吸引
消费者关注的竞争极为激烈。”
简可, 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图：世茂广场，南京东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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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综述
2018年前八个月，上海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同比上升8.0%，增速较去年同
期上升0.2个百分点。黄金周假日消费
热情高涨，据上海市商务委员会抽样
调查，上海395家零售和餐饮企业在中
秋、国庆节假日期间（9月24日至10
月7日）实现销售额137.6亿元，同比
增长9.6%，其中杨浦和长宁同比增速
高达32.8%和24.1%。上海市旅游局数
据显示国庆七天共接待游客1,038万人
次，同比增长12.0%，为近三年来最高
涨幅；实现旅游收入102.9亿元，同比
增长11.4%。此外， 2018上海购物节
（9月28日至11月11日）以及首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11月5日至11月
10日）的举行也将刺激上海消费。

第三季度共有两个新项目共206,000
平方米零售面积入市，分别是位于黄
浦区的凯德晶萃广场及浦东新区的置
汇旭辉广场。凯德晶萃广场为地铁9号
线和13号线马当路地铁站上盖项目，
综合体包括86,000平方米的购物中心
及47,000平方米办公。购物中心定
位中高端，目前入驻率约95%，引入
G-Super精品超市、橙天嘉禾影城、
天猫IMV旗舰店等。由香港置地和旭
辉集团合作开发的置汇旭辉广场临近
地铁6号线北洋泾路站，综合体中购物
中心体量为12万平方米，写字楼10万
平方米。项目定位时尚生活中心，主
力租户包括百丽宫影城、全球首个小
猪佩奇主题乐园等。

本季度全市空置率为6.4%，环比下降
0.1%。核心与非核心商圈空置率差距
缩小，核心商圈购物中心空置率较上
季度上升0.1个百分点，为6.3%；非
核心商圈空置率下降0.2个百分点，至
6.4%。核心商圈内港汇恒隆广场北座
升级完成但未满租，南座商铺也相继
进入调整，使徐家汇商圈空置率环比
上升2个百分点；中信泰富广场因项目
调整原因较多租户撤场，亦使南京西
路商圈空置率小幅上升至6.3%。

奢侈品牌本季度Burberry变动较大，
在环贸广场与上海国金中心首层均开
出新店， 但原K11门店已撤出；Fendi
新入驻国金中心首层，该购物中心内
奢侈品牌仍存在诸多调整，Gucci 扩
租门店、原铺位Van Cleef & Arpels
移至二楼中岛，而Lanvin关店。

联合办公需求稳健增长，进驻购物中
心高区。如乐无界租赁正大广场第
九、十层，米域取代原KTV租户进驻
位于南京西路商圈的晶品购物中心七
层。预计联合办公租户市场份额至年
末将提升至0.6%。

全市购物中心首层租金环比上涨0.4%
至每平方米每天人民币28.0元。南京
东路吸引力攀升，世茂广场改造升级
完成带动商圈周边项目租金水平提
升，使该南京东路商圈租金环比增长
2.4%。

众多首店、新概念店伴随
新项目争相入沪
随着消费升级，上海消费者对品牌的
体验感、话题度、创新性都有了更高
的要求。为吸引客群到店，购物中心
引入以首店、旗舰店及新概念店等形
式存在的各式新品牌，尤其以新供应
项目及本季度完成升级改造的世茂广
场为代表。

多元文化并存的上海对各国餐饮接受
度极高，本季度多个轻餐饮品牌选择
上海开出大陆首店。例如日本咖啡品
牌Doutor Coffee在吴江路开出首店；
北海道知名甜品LeTao首店进驻新天

图 1

空置率，2016年第三季度至2018年第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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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季度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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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户 类别 项目 区域 面积
(平方米)

全聚德 餐饮 虹桥南丰城 虹桥 970

ABC Cooking Studio 休闲娱乐 环贸广场 淮海中路 380

Shake Shack 餐饮 新天地 淮海中路 300

Champion 服饰 兴业太古汇 南京西路 210

表1

租赁成交案例，2018年第三季度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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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并随后在上海国金中心、港汇
恒隆广场开业；纽约汉堡品牌Shake 
Shack亦选择新天地开店，预计将于
明年初开业。

零售品牌结合新科技开出旗舰店与
新概念店，结合线上与线下消费。
世茂广场中Nike首家“House of 
Innovation”概念旗舰店上海001全
面启用移动支付并提供NikePlus会员

服务、Sephora亚洲首家概念店采用
云货架及虚拟试妆体验。位于大上海
时代广场的Zara新零售概念快闪店完
全为电商业务设计，门店内通过淘宝
APP预约试衣间且所有订单以电商渠
道派送。知名自媒体日食记在世茂广
场开出首家线下店，一条在凯德晶萃
广场、置汇旭辉广场、仲盛世界商城
三店同开，将线上流量变现为线下消
费。

室内休闲娱乐主题乐园扩张至购物中
心，以丰富的体验感吸引亲子及年轻
客群。如默林娱乐旗下的惊魂秘境和
小猪佩奇的玩趣世界分别在上海悦荟
广场、置汇旭辉广场试营业中；中信
泰富万达广场的MR.ZOO小小动物元
和龙湖虹桥天街的茱莉室内动物园即
将开业；占据世茂广场第六至第八层
的Hello Kitty上海滩主题馆也正在筹
备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