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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消费者信心的提高和节节攀升销售业绩，使零售商对市场持有乐观态度，入驻率连续
三个季度高企。

 第一季度，本市两个优质零售项目
开业，新增供应23.7万平方米，将总存
量推高3.9%至626.2万平方米。

 本季度，商场首层平均租金达到人
民币每平方米每月894.4元，指数环比
下跌0.2%，同比下跌0.3%。

 同期，深圳优质零售物业入驻率环
比上升0.5个百分点至98.2%，其中体验
式业态占比维稳，为42.9%。

“深圳各区零售物业不断调整业态与
市场定位，以更好地满足目标客户的
消费品味。为能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
出，努力在更新与创造做功夫，如主
题性、露天街区、线上线下等服务体
系概念。” 林木雄，第一太平戴维斯华南
区

图片：深圳福田区深业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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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综述
2018年1-2月，深圳社会消费品零售
额依旧保持较高增速。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累计达到924.9亿元，同比增长
10.2%。

2018年一季度，共有两个新项目入
市，分别是位于福田区的深业上城
（16.7万平方米），和龙岗区的海航
城商业广场（7万平方米）。

本季度，商家入驻率稳定高企，环比
上升0.5个百分点至98.2%。全市体验
式业态发展维稳，罗湖区与福田区体
验式有轻微增加趋势。

图 1
深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08年1月 - 2018年2月

数据来源：深圳市统计局, 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实体商业复苏的态势进一步夯实，居
民消费指数增长，各区零售物业对今
年零售市场均持乐观态度。各区零售
物业也正在主题性、户外街区、线上
线下等服务体系概念上，进行精确客
户定位与打造特色配套服务。

2018年，消费升级与不断增长的消费
需求持续刺激着零售物业的升级，以
提供更优质的商品与服务。新零售转
型已成为深圳零售市场之大势。

供应与存量
2018年一季度，深业上城和海航城商
业广场，为市场新增供应23.7万平方
米，将总存量推高3.9%至626.2万平
方米。

2018年，全市新增优质零售物业体量
将达110万平方米。龙岗区居住人口众
多，随着东进政策的推进，龙岗的发
展将带来更多高端项目。

入驻率与体验式业态
深圳实体零售业市场欣欣向荣，商家
入驻率稳定高企，环比上升0.5个百分
点至98.2%。罗湖升幅最高，环比上升
2.8个百分点。现阶段稳定的体验式业
态布局也体现零售业对市场持有乐观
的态度。

租金
本季度全市优质零售物业市场继续稳
健态势。首层零售平均租金环比轻微
下降0.2%至人民币每平方米894.4元。

南山区本季表现为全市亮点，首层平
均租金环比上涨6%，至人民币每平方
米每月933.3元，同比上涨7.6%。部分
购物中心在服务当地社区居民之余，
也同时精准定位，通过餐饮零售和网
红店去吸引一些年轻群体，或者消费
能力较强的群体。零售物业还利用创
意的景观以丰富消费者周末或晚上的
社交活动。

市场展望 
位于龙岗区的布吉万象汇预计将于
2018年第二季度开业，届时将为市场
带来12万平方米的优质零售面积，以
迎合龙岗区的中高端消费需求。

2018年，消费升级与不断增长的消费
需求持续刺激着零售物业的升级，以
提供更优质的商品与服务。新零售转
型已成为深圳零售市场之大势。

在市政府规划推进下，优质零售物业
市场发展将主要体现在城市更新区域
（福田）和东部中心（龙岗）。未来
主要供应也将集中在这两个区域。

图 3
优质零售物业租金指数，2008年第四季度
至2018年第一季度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图 2
深圳市各区优质零售物业入驻率，2018年
第一季度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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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项目
深业上城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及顾问咨询部

深圳深业上城是一个综合开发的项目，位于福田

CBD北，毗邻著名的莲花山公园和笔架山。 土地

面积为121,0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1,200,000

平方米。除167,000平方米的商业部分，该项目还

包括：170,000平方米的高端住宅，330,000平方

米的写字楼，110,000平方米的LOFT，和文华东方

酒店。

深业上城提供多种购物体验，包括高端精品店、主

力店和小规模的购物村。该项目还十分注重互动体

验的业态构成，进驻的商家中包括全球首家MUJI

旗舰店+酒店+餐厅三合一项目、Nike华南地区最

高级别体验店、深圳首家英皇UA电影院等。

位置 福田

业主 深业集团

开业时间 2018年一季度

零售建筑面积 167,000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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