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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三季度包括张江高科技园区、漕河泾开发

区以及临空经济园等地区生物医药、高科技及IT与

电子商务类租户入驻表现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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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洁 浦东报道

日前，仲量联行在其发布的

《2014 年第三季度上海房地产市场

回顾》中指出，由于浦东核心商务区

供应量有限以及上海自贸区等在内

的多重利好刺激，今年三季度浦东

租赁市场需求强劲，其中，甲级办公

楼租金已升至每天每平方米10元。

报告指出，由于浦东核心商务区

供应量有限，今年三季度以来浦东市

场租金持续上涨。数据显示，浦东甲

级办公楼租金于本季度环比上涨

1.7%至每天每平方米10元。其中，浦

东超甲级办公楼租金则环比上涨

1.2%至每天每平方米11.4元。

仲量联行表示，内资金融与专

业服务类企业是推动中央商务区租

赁市场的主要动力。在浦东市场，

内资金融服务企业租赁需求强劲。

例如，一家国有保险公司于本季度

在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内租赁约 5000
平方米的办公面积。

同时，来自非传统型金融服务

业公司的需求也愈发强劲。例如，

一家本地互联网金融公司在宏嘉大

厦租赁了640平方米，以成立其在上

海的分公司。

与此相对应的是，今年三季度浦

西甲级办公楼租金环比微幅下降

0.9%至每天每平方米8.8元。而浦西

不少超甲级办公楼的业主为挽留租

户，给予楼内的优质租户租金优惠。

受此影响，浦西超甲级办公楼的租金

继续下降，三季度环比下降1.4%至每

天每平方米10.1元。

值得注意的是，以张江和上海

自贸区为代表的核心区域在今年三

季度表现尤为“惹眼”。

报告指出，今年三季度保税物流

园市场空置率进一步降低且租金持

续上涨。来自仲量联行的统计数据

显示，目前保税物流园市场空置率由

过去的9.9%降至8.7%，延续了自上海

自贸区成立以来的强势去化水平，不

少企业翘首期待相关改革政策的颁

布，目前保税市场租金环比上涨1.6%
至每天每平方米1.20元。

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张江地

区，报告称，受生物医药与电子商务

类租户新设立与扩张办公空间的影

响，今年三季度包括张江高科技园

区、漕河泾开发区以及临空经济园

等地区生物医药、高科技及 IT与电

子商务类租户入驻表现活跃。

仲量联行指出，今年三季度，一

家外资生物医药公司在位于漕河泾

开发区内的科技绿洲三期三号楼租

赁了近 5000平方米面积，以设立其

新的研发中心。而上海富欣智能交

通控制本季度购买位于张江的莲花

广场一号楼并计划全部自用。

报告称，未来，漕河泾开发区和

张江高科技园区的新增供应将保持

稳定，且受核心区域产业集群效应影

响和周边配套的不断完善，这两个核

心产业园区市场前景令人瞩目。

此外，报告还指出，今年三季度

沪上共有四个甲级办公楼项目竣工

交付。在浦东中央商务区，体量为

87170 平方米的东方汇经中心一半

面积将被用于租赁，另一半面积则

将被大楼所有者交通银行自用。而

位于黄浦区的 SOHO复兴广场则是

浦西中央商务区内唯一于本季度竣

工的甲级办公楼。在非中央商务

区，两个总体量为 43756平方米的办

公楼项目在闵行区竣工，它们分别

是：西子国际（27126平方米）和 虹

桥天地1号楼（16630平方米）。

对此，仲量联行表示，未来浦东

区域租赁市场将持续表现强劲，而

浦西区域受中央商务区外移的影

响，租金水平或将持续面临下行压

力。

核心商务区供应量有限 上海自贸区利好刺激

三季度浦东甲级写字楼租金上涨

■本报记者 王延 浦东报道

美国零售巨头Costco（好市多）

在中国市场外徘徊多年，终于借道天

猫国际于日前进入中国市场。记者

注意到，开业仅一周，销量最好的一

款进口蔓越莓干的预售量已经超过

3.5万袋，无疑将给国内的海淘和零

售业务带来冲击。

国内将走保税模式

作为全美连锁会员仓储式量贩

超市鼻祖，Costco目前已经拥有7200
万会员，是美国第二大零售商以及全

球第七大零售商。

据了解，Costco在美国是会员制

超市，但在天猫国际上则没有会员限

制，原本只针对会员开放的商品，都可

以在天猫国际上购买。Costco全球执

行副总裁 Jim Murphy表示，“面对中

国消费者对进口商品日益旺盛的消费

需求，Costco看到并看好中国消费市

场当下以及未来的巨大增长空间。”

按照官方提供的消息，Costco在

中国的销售将走保税模式，即货品先

运到国内六个跨境试点的城市，存放

在保税仓库中，待消费者下单后，从保

税区发货。

“利用天猫平台进行销售，减少

Costco在物流及库存上的成本压力，

缩短交货时间，导入天猫客流，这对

于从未涉足中国市场的Costco来说

十分有利。”一位业内人士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如是表示。

阿里巴巴集团 COO 张勇对此

认为，“天猫国际将订单信息、支付信

息、物流信息全面和中国海关、检验

检疫的电子口岸打通，从而扩大民生

消费品的跨境零售进口，给消费者更

好的跨境购物体验。”

开启零售业新竞争格局

Costco在天猫国际设立旗舰店之

后，目前产品主要以保健、美妆、婴童

用品、休闲食品、居家生活为主。其中

最有优势品类的是食品与保健品。

记者注意到，作为 Costco 旗下

的自有品牌，科克兰（Kirkland Signa⁃

ture）是目前全美销售第一的健康品

牌，其在天猫上销售的一款规格为

1200毫克×180粒的科克兰深海鱼油

软胶囊标价为89元。这个价格比同

规格的该类保健品便宜近一半，同时

比淘宝代购以及其他正规进口的渠

道甚至更优惠。

值得一提的是，天猫国际Costco
产品的价格与美国Costco官方上的

价格几无差异。以一款 375粒装的

“科克兰进口氨基葡萄糖+MSM”为

例，该款产品在美国的售价为 17.99
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112元，而在天

猫国际上的售价则为119元。

对 此 ，一 位 业 内 人 士 表 示 ，

“Costco近来确实业绩增长乏力，为

了提振业绩，Costco需要找到新的市

场，而天猫也要借助 Costco 的名

气。双方的合作在情理之中。”

“如今拥有万亿消费能力的中国

中产阶级，不仅具有消费海外优质商品

的能力，还有着稳定的网络购物习惯。”

上述业内人士表示，随着中国对跨境电

商的放开，阿里和Costco的合作可谓

率先开启了零售业新的竞争格局。

美国第二大零售商入驻天猫
爆款产品一周销量突破3.5万袋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在“2014 年秋季全国糖酒商品

交易会”上，1号店副总裁黄志雄透

露，未来，1号店区域拓展上，将借助

“直采+分销”模式，在立足全国一线

城市的基础上，为二三线城市的消费

者提供优质的进口直采商品。

另外，还将继续加大进口直采力

度，充分利用进口直采的优势，借助

与各国驻华机构和专业协会的互动

与合作，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好的购

物体验。

据了解，去年 10月 23日，1号店

在上海黄浦江畔，与美国、澳大利亚、

韩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六国驻华

机构战略携手，宣布将共同深耕进口

食品市场，打造“舌尖上的联合国”。

通过与各国的战略合作，在进口商品

的供应商和品牌引入环节，1号店将

直接得到来自各个国家的支持，获得

各国最优质的供应商和品牌资源。

至此，“舌尖上的联合国”战略成为 1
号店进口战略的重要部分。

经过一年发展，目前，1号店进

口食品品类从去年的 1.4万种，增加

到目前的近 7万种。在进口直采方

面，以进口牛奶为例，直采牛奶从去

年的1个品牌，拓展到现在的8个。1
号店整个直采目前拥有 47个品牌，

产品涵盖饼干、糖果巧克力、酒、坚果

蜜饯、饮料和水、奶粉等。

“通过‘直采+分销’的模式，加

快了我们在二三线城市的拓展步伐，

让更多的进口直采商品走进日常生

活。”黄志雄表示。

1号店“直采+分销”加快区域拓展

■本报记者 陈洁 浦东报道

记者日前获悉，今年以来临港

底价最高的地块即将在本月底完

成出让，这是今年以来临港出让的

第八幅经营性地块，而此前临港土

地的溢价率均超过100%。

对此，业内人士表示，一线城

市由于土地供应有限，即使全国楼

市进入下行轨道，需求依旧保持旺

盛。随着央行释放楼市房贷利好，

越来越多房企或将在四季度和明

年加速“夺地”。

临港最高底价土地
本月底出让

来自土地市场的公开资料显

示，10月底浦东临港将有两幅地

块完成出让。

其 中 ，临 港 南 汇 新 城

NHC10503-05-01和10503-06-01
地块总范围东至青祥港公共绿地

边界，南至水芸路，西至规划 N1
路，北至环湖北二路。地块性质为

商住以及餐饮旅馆业用地，总出让

面积为41934.6平方米。

按照地块不同性质，出让年限

分别为商业 40年、餐饮旅馆业 40
年、住宅 70 年，起始总价为 8.761
亿元，目前已有5家企业领取竞买

申请表。

而南汇新城 NNW-A1-1-1、
NNW-A1-2-1、NNW-A1-3-1、
NHC10503-02-01、10503-03-01、
10503-04-01 以 及 10503-07-01
地块总出让面积为 90007.3 平方

米，土地性质同样为商办以及餐饮

旅馆用地。

地块总出让价格为 15.16 亿

元，目前也已经有5家企业领取竞

买申请表，是今年以来临港土地出

让中底价最高的一幅地块。

临港地区土地供应
持续火热

作为浦东地区未来主要的发

展区域之一，进入 2014年以来，临

港地区的土地供应持续“火热”。

据记者了解，今年浦东临港地

区共有8幅经营性地块入市，其中

包括即将在10月完成出让的上述

两幅土地。

而在今年1月，临港芦潮港社

区C0102地块完成出让，土地性质

为 普 通 商 品 房 ，出 让 面 积 为

47085.3 平方米，容积率为 1.8，出
让年限 70 年，起拍价为 25596 万

元，最终被上海朗智置业有限公司

以 5.6亿元收入囊中，折合楼板价

6607元/平方米，溢价率118%。

根据今年临港举行的土地推

介会所披露的信息显示，今明两年

临港地区共有 21幅地块入市，土

地供应总面积为 66.08 公顷。其

中，住宅土地总面积为41.55公顷，

商住土地面积为9.61公顷、商业用

地为0.29公顷。

数据显示，今年 9月，沪上土

地市场经营性用地共成交 22幅，

出让金额达 90.57亿元，环比上涨

24.8%，累计出让面积为86.3万平方

米，环比上涨76.3%。其中，成交地

块宗数排名前三的分别是嘉定区、

浦东新区和奉贤区，在成交面积分

布上，浦东占比为15.46%。

对此，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

院副院长杨红旭表示，一线城市

对于房产的需求依然十分旺盛，

鉴于央行房贷新政公布，一线城

市楼市预期转好，随着楼市去化

步伐加快，房企也会更加有信心

进一步夺地。

临港多幅地块今年集中入市

四季度土地市场有望转暖

受电子商务类租户新设立与扩张办公空间的影响，张江园区IT与电子商务类租户入驻表现活跃。 本报记者 刘思弘/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