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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需要多少购物中心来满足13亿人口的需求？购物中心

篇文章并不能给出完整答案，但是会从供求角度分析中国零售业

的发展。中国大多数一线和二线城市正向着租户市场发展，市场

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局面。在一些商圈，这一现象尤为明显。对于

开发商和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风险升级，而表现好的零售项目

收益会提高。对于零售商而言，这意味着租金增长速度将放缓，

甚至在一些区域会出现下降趋势，尽管如此，零售商仍不得不在

选址时更加用心，以预防选址不当带来的风险。

内容

前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过去的15年中，中国的零售市场发展迅速。过去零售市场以家庭经营的小商店为主，逐步发展

成国营百货大楼，再到今天，从超市平价百货到高端奢侈品牌遍布各地。百货大楼经历了长足的

发展，至今仍占据重要的市场地位，一些知名品牌，例如百盛、王府井、茂业和太平洋百货成为

国内百货品牌的主力军。面积在15,000至30,000平方米的大型超市成长迅速，主要品牌包括家乐

福、沃尔玛、华润万家等。超市面积越来越大，零售品牌租用面积也日益增长。一些地域性的购

物中心在近年来发展迅速，它们面积往往在50,000到100,000平方米之间，在中国各大城市都能

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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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正处于高速增长期。随着新兴中产阶级的增长和消费能力的提高，零售市场景象出现

了大变化。中国城市消费者数量将继续高速增长，至2025年，这一数字将增加3.5亿。根据中

国社科院的数据，到2015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到52%，在2030年，这一比例将上升至65%.(见

表1）2010年中国平均消费支出升高了18.8%, 大多数二线城市消费支出的增长率都高于这个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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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一线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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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趋势在二线城市愈加明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过去零售品牌和开发商都将上海、北京、广州和深圳等一线城市作为发展中心。但在近五年

来，投资市场逐渐从一线城市转向二线城市，详见表2。

项目建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早期的零售项目开发商大多来自香港，现在本地开发商和大型超市品牌亦成为零售项目开发的

主力军。消费增长水平保持在高位，投资者和开发商逐渐实现了对零售地产的重视。

凯德广场和万达广场是中国领先的两个购物中心品牌。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开发商涉足零售领

域，市场竞争将越来越激烈。（详见表格1）近年来，随着住宅市场政策收紧，住宅开发商开

始将目光投向商业地产，例如万科、绿地、保利和远洋地产等一系列传统住宅开发商都已开始

涉足零售地产领域。

近几年来，市场上出现了令人担忧的趋势，许多本地开发商开始进军零售地产市场，一些小型

的缺乏经验的开发商甚至建成了面积在100,000平方米以上的购物中心项目。

人均购物中心面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大量的商业开发是导致人均购物中心面积增加的主要原因。现阶段中国主要城市的人均购物中

心面积在0.1平方米到0.6平方米（GFA）之间。根据在建项目情况来看，这一指标在大多数城

市均有望在今后三年快速上涨。另外，在每一个城市在建或在筹备阶段的零售数目也很多，这

来源：公司网站以及新闻报道

中国主要购物中心开发商

表格1

开发商 现有购物中心 在建及在规划购物中心

凯德商用 43 12

万达 39 39

宝龙 7 11

恒隆地产 4 4

万象城 3 9

苏宁 1 5

Tesco购物中心 1 17

宜家购物中心 0 3

中粮 5 3

绿地 1 11

中信泰富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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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中期内人均购物中心面积将持续上升。 

评估人均多少平方米购物中心合适并不是一件易事。在香港，得益于旅游业带来的强劲消费，

人均购物中心大约在1.4平方米左右。在欧洲，商业街是零售物业中一重要类型。在人均购物

中心面积最高的挪威，这一指标为0.7平方米左右。在商业街并不受重视的美国，人均购物中

心面积指标更高，为2.2平方米。

由此可见，不同的城市和国家能够承受的零售供应量取决于几个因素，譬如其他零售物业类

(例如商业街）的普及，是否有强大的消费性旅游业支撑，以及零售品牌每平方米的销售额期

望值。

因此，中国人均购物中心面积的合理数值取决于各个城市的情况，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

化。短期内而言，决定供需平衡的一个主要因素是零售商的需求强度。

零售品牌的发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年以前，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品牌，但是现今这样的品牌多达上百个。尽管和美

国或者欧洲相比，中国的零售市场尚未成熟，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部分核心品牌已经逐步

建立。(详见表格2) 

在超市和大卖场领域，华润万家在销量上处于领先地位，2010年销售总额达到720亿元。来自

海外的超市品牌家乐福和沃尔玛紧随其后，2010年销售额在400亿元左右。。华润万家销量仅

占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0.5％左右，但TESCO和沃尔玛在其本土国家占据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比例大于这一数字，这也意味着中国大卖场市场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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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而言，超市和大卖场将会成为中国零售销量的领头羊。但目前在中国却是国美和苏宁两家

电器零售商占据领头位置，他们2010年的销售总额超过1500亿元。

在百货领域，现已有真正意义上全国布点的百货品牌（例如百盛）。这样的平台使零售商不仅

可以深入一线城市，更能进入二线城市。

中国餐饮市场仍是一个以本土品牌为主导的市场。但是，全国性的连锁品牌发展迅速，尤其是

在快餐领域。得益于子品牌肯德基在中国市场的成功，百盛集团2010年销售额达330亿元，成

为中国最大的餐饮品牌。

在时尚领域，仅有部分奢侈品于十几年前进入中国市场，但是在近几年来，各高端品牌越来越

重视中国零售市场。大中华区已经超过日本，成为继美国之后全球第二大奢侈品市场。中端和

快速时尚品牌近几年成为市场的后起之秀。H&M，ZARA和UNIQLO是中国中端购物中心的标志。

来源：公司网站、零售品牌新闻报道以及中国连锁店经营协会

中国零售品牌店铺数量

表格2

超级市场/大卖场 店铺数
华润万家 3,155 
联华超市 5,239 
大润发 143 
家乐福 182 
沃尔玛 219 

家电
国美电器 1,346 
苏宁电器 1,342 
五星电器 268 

百货
百盛 45 
王府井 20
银泰 21 
大商 47 
新世界  39 

餐饮
麦当劳  1,200 
星巴克  441 
肯德基 2,100 
味千拉面  487 
真功夫  380 

奢侈品牌
LV  35 
Gucci  41 
Prada 14 
Burberry  54 
Fendi 16 

时尚
H&M 45 
Lacoste 220 
Uniqlo  58
Bestseller 700 
ZARA 64 
Mango 121 
Gap  4
美特斯邦威  2,211 

运动服饰
阿迪达斯 5,800 
耐克 7,000 
李宁  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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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特斯邦威等一些国产品牌正在迅速扩张，而运动服装品牌，例如NIKE／ADIDAS等，已在全国

各地设立了几千家零售店。总的来说，中国的零售需求非常旺盛，中国零售品牌百强在2010年

销售平均上升21％，并有望在今后两年将持续增长。

谁在控制零售供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零售需求飞速增长，供应若不受控制的话，增速可能更快。因此对供应量进行完善的监控和调整

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房地产市场对供应量的调控历来并不严格，市场自我调节是最主要的方式。在住宅市场，尽

管供应量大幅上涨，但仍跟不上来自最终使用者，投资者和投机者的需求，最终导致中国房地产

市场老生常谈的泡沫问题。

商业地产的土地供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个城市的规划局所决定的。拍卖土地的用途大多为商业

用地或综合用地。尽管政府对在综合用地上修建住宅有进一步的比例限制，但开发商可以自行决

定商业用地的具体用途，例如零售，写字楼，酒店和其他物业类型各占的比例。且可能出现其他

规划条件。

这样的规划体系促进了快速开发，也是促成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这样的规

划体系对零售地产供应的限制少之又少，因此市场很可能出现由于开发商蜂拥而上而造成的轻度

或者重度供过于求的情况。

零售地产的未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尽管规划设计和项目质量是中国开发商最关注的问题，但项目体量和建设周期的重要性也愈加

凸显。开发商往往光顾着开发速度，而忽略了对市场供求现状的考虑。在新兴城区，在区域消

费力还非常欠缺的情况下，一系列的零售地产项目已经建成。

力度欠佳的规划控制和快速的项目开发是造成中国许多大城市供应过多的主要原因。在今后两

三年，很多中国城市将可能出现供应过多的现象。

供应过多的现象将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空置物业，租金上涨疲软，甚至在一些情况下会出现

零售项目全盘失败。市场的空置率水平将并不平均分布。在一些城郊地区，在建的项目过多，

可能出现“赢家通吃”的局面。设计合理，管理完善，招租到位的项目往往会成功，而附近的

其他项目可能全军覆没或者表现严重不足。设计更合理的新型项目的出现也将对周围的成熟项

目造成负面的影响。

供应过多的情况大多数并不严重，且持续时间不长，但这一现象在某些区域会加剧，并持续很

长一段时间，尤其在新兴区域。这无疑会导致一些大型项目的失败，也会引发媒体和政府的关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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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物业类型中，零售项目对区位的敏感度是最大的。但仅有好的地理位置并不意味着长

远的成功。开发商是否具有项目成功开发经验是决定一个项目是否能成功的重要因素，因为大

的开发商往往能够汲取之前的项目经验，而经验欠缺的开发商更容易失败，尤其是在郊区。公

共交通体系的完善度也是决定郊区项目成败的因素，设计和规模的作用也不容忽视，项目过大

或者过小都有可能导致失败。

对于开发商和投资者而言，问题非常明确：在过度供给的市场环境下，他们的项目能否成功？

开发商是否有足够的零售项目经验使项目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最大化？项目区域是否最优？是否

具备完备的交通配套设施？该区域现有和未来人口是否有能力消化这样的供给？

对于零售商而言，问题是相似的：他们需要找到最优秀的项目。如果有足够的项目供他们选

择，那么较弱的项目将会落选。在一个租户市场，零售商会尽量选择基于营业额的租金方案，

并会看中项目对品牌进驻装修的优惠条件。

今后几年中国零售市场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趋势，中国的消费者同时也将有更广阔的视野。

这样的市场是一个绝佳的投资环境。至于中国市场到底需要多少购物中心面积，市场还未提供

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我们预计，在今后的几年，随着市场逐渐成熟，投资者，服务商和政府

机关对供求关系的理解必上一个新台阶。

 

James Hawkey是高纬环球中国区零售地产服务部执行董事，主要负责为零售项目

和零售品牌提供顾问和代理服务。James在高纬环球任职超过11年，在北京、伦

敦和成都办公室（现办公地点）均有任职经历。在加入高纬环球之前，James曾

任职于仲量联行伦敦和上海办公室。James具有18年的房地产市场服务经验，几

乎所有参与的项目都跟中国有关。 

James负责过的项目大多为项目规划和大型综合体项目建设。除了在中国各大城

市和本土以及国际开发商合作之外，他也参与到很多大型选址策略方案的项目

中，包括为国际公司其在写字楼和工业用地领域提供全方位的解决方案。近期项

目包括为大型零售项目开发商提供概念咨询服务，以及负责一系列购物中心的招商工作。James同样在帮助

国际零售品牌进驻中国和打开市场方面有丰富经验。

James于1990年毕业于英国约克大学，获得语言学一等学位。1991年期间，James就读于四川大学，主修中文

和语言学。他能流利运用中文。可通过以下方式取得联系：james.hawkey@ap.cushwake.com.

注：这篇报告最早发表于ICSC 2011年11月刊的 Special China Issue of RETAIL PROPERTY INSIGHT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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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仅为提供信息目的而制。高纬环球不对本材料包含的市场或发展情况负法律责任。该报告所依据的信息来源于我们认为

可靠的信息，但是并没有独立对这些信息进行核实，我们不保证这些信息的准确性与完整性。

关于高纬环球

高纬环球是世界最大的私人房地产咨询服务公司。成立于1917年，拥有235个
办公室，遍布于全球60个国家，员工超过14000名。从小型公司到财富500强
企业，我们致力于为各种客户群体提供最专业的房地产咨询服务。公司在各领

域都有最专业的人才，服务主要集中于五大领域：交易服务，包括写字楼、

工业、商铺物业的租户和业主代理； 资本市场服务，包括物业销售、投资管

理、投资银行、债务与股权融资；客户管理，包括大型企业与业主的综合房

地产策略；咨询服务， 包括商业和房地产咨询；估价咨询服务，包括估价、

最高价值和最佳用途分析、解决争议，以及诉讼支持，作为知名的全球房地产

研究领域的先驱，高纬环球公司网站 www.cushmanwakefield.com的知识中心

(Knowledge Center)提供一系列内容广泛的专利报告。

www.cushmanwakefield.com

Published by 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For more market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reports, 
visit Cushman & Wakefield’s 
Knowledge Center at 
www.cushmanwakefield.com

联系方式 
James Hawkey
执行董事

零售地产服务部

高纬环球 

邮件: james.hawkey@ap.cushwake.com 
网站: www.cushmanwakefield.com

© 2012 Cushman & Wakefield,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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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ushmanwakefield.com

For industry-leading intelligence to support your real estate and business decisions, go to  
Cushman & Wakefield’s Knowledge Center at www.cushmanwakefield.com/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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