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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2017年下半年，多个购物中心通过打造主题街区或转型为其他类型物业来实现调整。

 2017年前三个季度，西安全市实
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人民币3,057亿
元，同比增长10.8%。

 2017年下半年，五个购物中心开
业，使得优质零售商业市场总体量环
比增长6.3%至约280万平方米。

 由于市场需求活跃且多个购物中心
陆续完成调整，全市优质购物中心的
空置率在2017年下半年环比下跌2.5个
百分点至3.5%。

 全市优质商业的首层平均租金在
2017年下半年环比上涨2.0%至人民币
296元每平方米每月。

“今年以来，包括大悦城、北京
SKP、宜家等多个外来开发商宣
布落子西安，将在未来为西安零
售物业市场带来更多新进品牌
和更新鲜的运营方式，继而推动
西安零售物业市场格局迎来重
塑。”陈大荒，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助理董事。

图片：T11 Block, 雁塔路11号，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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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需求和供应，2010年上半年－2017年下半年

图1

西安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05年1月-2017年9月
宏观经济
2017年前三个季度西安实现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人民币4,648亿元，同比增
长10.8%。按消费类型分，餐饮收入
人民币240亿元，同比增长6.9%；商
品零售人民币2,820亿元，同比增长
11.1%。物价方面，三季度成都居民消
费价格同比上涨1.7%。

市场供应
2017年下半年，五个购物中心开业，
合计新增供应面积361,000平方米，使
得优质零售商业市场总体量环比增长
6.3%至约280万平方米。

T11 Blcok
T11 Block为高新区首个辐射周边办
公白领的商业项目，总体量为4万平
方米，主要业态为零售和餐饮，代表
性租户包括华为、滔搏运动、阿迪达
斯、彪马、汉堡王、猫屎咖啡、VK健
身、奥斯卡影院等。

龙首广场
总体量为5万平方米的龙首广场位于未
央区并与地铁二号线衔接。主要业态
为服饰、生活休闲、电影院、超市及
餐饮，代表性租户有华为、人人乐超
市、屈臣氏等。

新兴广场
总体量为8万平方米的新兴广场位于
碑林区，主要业态为休闲娱乐及餐
饮，代表性租户包括家年华超市、汉
堡王、横店影城、潮庭健身、鱼乐贝
贝。

万达西安One
总体量为15万平方米的万达西安One
是万达集团国内首个One系列购物
中心，亦是西安第四座万达广场。该
项目主要业态为服饰、超市、生活休
闲、儿童及餐饮等。共引进255个品
牌，其中包括Zara、Air Jordan、永
辉超市、优衣库、极度乾燥、西西弗
书店、海底捞、万达孩子王等。

正荣彩虹谷
位于曲江的正荣彩虹谷是西安首个
专为儿童定位的多元智能亲子中
心，总体量为4.1万平方米。该项目
主要业态有儿童零售、儿童休闲娱
乐等，代表性租户包括Nike Young 
Athletes、OVS儿童、阿迪达斯儿
童、好孩子等。

数据来源：西安统计局，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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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置率
2017年下半年，市场需求活跃，净吸
纳量环比增长20.0%至225,223平方
米。因此，全市优质购物中心的空置
率环比下跌2.5个百分点至3.5%。核心
区域空置率因部分购物中心陆续完成
调整而环比下降6.4个百分点至2.5%
；而新开业项目近百的开业率使得非
核心区域空置率环比下跌1.9个百分点
至3.6%。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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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西安零售物业租金指数，2010年上半年－2017年下半年
多个购物中心于下半年陆续完成业态
或品牌调整。值得注意的是，部分购
物中心调整升级，或打造主题街区填
补原主力店百货退租的空置面积，或
转型为其他类型商业物业。

瞩目案例包括：万达百货退租后，大
明宫万达广场和民乐园万达广场分别
打造锦绣未央主题街区和爱琴海主题
街区；绿地乐和城转型为天地亿家豪
装工厂；壹洋堂购物中心转型为壹洋
堂教育城。

租金
全市购物中心首层平均租金环比上涨
2.0%，截至2017年下半年为人民币
296元每平方米每月。其中，核心商圈
涨幅最大，较上半年上涨3.7%至年末
的人民币428元每平方米每月，原因
在于中高端品牌的需求持续旺盛，但
可租赁面积有限；非核心商圈区域平
均租金环比上涨1.5%至年末的人民币
269元每平方米每月。

租户动态
作为西北地区中心城市，2017年下半
年西安持续吸引众多国际品牌进驻。
中高端定位的购物中心成为国际品牌
进入西安的首选，例如中大国际、熙
地港购物中心、万象城和西安万达
One等。

国际品牌
Versace 和Salvatore Ferragamo 于
中大国际承租新店；Air Jordan西安
首店、极度干燥、Zara、优衣库于西
安万达One开业；Under Armour进
驻熙地港购物中心。

餐饮
海底捞于老城根G-Park和凯德广场新
地城分别承租新店；汉堡王于新兴广
场和西安万达 One分别承租新店。

生活休闲
古德菲林健身进驻西安万达One和银
泰城；西西弗书店于西安万达One新
开店铺；横店影院于新兴广场开业。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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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展望
西安零售物业市场将在未来几年加速
发展。由于部分项目延迟交付，2018
年西安零售物业市场将迎来供应高
峰，共计12个项目具备入市条件，合
计新增供应面积近120万平方米，创历
史新高。

大量的新增供应将使新老项目间的竞
争逐步白热化，预计2018年市场调整
更为频繁。业主将引入新颖体验式业
态、举办充满话题性互动性的营销活
动等来提升自身吸引力。

今年以来，包括大悦城、北京SKP、宜
家等多个外地开发商宣布落子西安，
将在未来为西安零售物业市场带来更
多新进品牌和更新鲜的运营方式，继
而推动西安零售物业市场格局迎来重
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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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聚焦
西安大悦城

西安大悦城位于雁塔区，毗邻西安最著名的旅游景
点大雁塔，因此将辐射本地消费者和外来消费者。
该项目将延续大悦城品牌，引入国内外知名品牌，
打造集零售、餐饮及休闲娱乐等多种业态的一站式
精致购物中心。 位置 慈恩西路69号，雁塔区

开发商 中粮

购物中心面积
（平方米） 146,000

预计开业时间 2018

表1

西安大悦城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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