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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报记者 孙罗南 济南报道

4月27日，合富研究院发布了

2021年第一季度济南商铺市场简

报，对济南的商业市场进行了分

析。根据合富研究院的数据监测，

2021年一季度，济南市优质购物中

心首层租金环比上涨9 . 3%，合富研

究院济南商业租金指数87 . 2。

数据回升主要是

因为租金优惠收窄

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从合富

研究院本次出炉的数据看，济南优

质购物中心首层租金指数由2020

年一、二季度低谷时期的 4 7 . 8、

53 . 2，逐步恢复增长至今年一季度

的87 . 2，但与2019年四季度时的

106 . 3相比依旧有差距。

“这个数据有个特殊情况就

是，去年疫情之后，很多商场都在

降租金，甚至是免租金。”合富辉煌

(中国)山东公司副总经理许传明在

接受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分析说，

“目前来看，数据的回升，主要还是

因为租金的优惠收窄。”

许传明表示，事实上，“这个租金

水平还是没有恢复到原来的正常水

平，只是原来减免的幅度逐步在降

低，逐步回归到常态，有的还是延续

去年的情况，有的则是略微涨了。”

“去年一年，很多商铺受到的

影响非常大。去年虽然三、四季度

业务逐渐恢复正常，但全年租金承

受能力还是比较差的。”许传明对

经济导报记者说。

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新冠疫

情让商业地产颇受煎熬。比如，从

近期交出的运营“成绩单”看，位于

济南核心商圈泉城路的济南恒隆

广场、济南世茂国际广场，去年收

入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济南恒隆广场经历了艰难的

一年，客流量和消费额均受疫情冲

击，部分租户被迫结业，多家品牌

亦决定延后新店开业。”恒隆集团

在2020年年报中坦言。

数据显示，在整个2020年，受

疫情影响，济南恒隆广场的收入减

少8%至2 . 97亿元，零售额亦下跌

18%。不过，恒隆方面提到，济南恒

隆广场的零售额于2020年第四季

度有复苏迹象，与前一年同期相比

录得2%的升幅。

此外，经济导报记者还注意

到，世茂集团4月29日发布的2020年

年报也显示，济南世茂国际广场

2020年租金收入1 . 52亿元，较2019年

1 . 64亿元的租金收入有所下滑。

今年二季度

融创茂将入市

展望2021年的市场情况，合富研

究院的上述分析报告提到，2021年济

南将顺应消费升级趋势，提升传统消

费、培育新型消费、适当增加公共消

费、吸引聚集高端消费，创建国际消

费中心城市。其中包括，优化提升商

圈商街品牌品质。大力发展首店经

济、免税经济、夜间经济。

合富研究院的报告也显示，各

购物中心积极维系商家的同时，不

断调整租户品牌，吸引高人气商户

入驻，以增加商场活力和竞争力。

比如，济南恒隆广场计划于2021年

展开大规模的资产优化计划，致力

吸纳更强大的品牌组合，翻新工程

预期将于2022年起分阶段完成。

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对于济

南恒隆广场，恒隆集团在年报中

还强调，“纵使翻新工程进行期间

可能对销售额构成轻微影响，但

由于当地政府正部署刺激旅游和

内地消费的措施，加上短期内海

外旅游未见解封迹象，内地消费

将持续向好，预计商场在2021年前

景乐观。”

济南的商业市场还将继续扩

容。根据合富研究院的报告，济南

的商业将多点开花，2021年二季

度，东部片区的融创茂项目将入

市；下半年，高新区、市中区、槐荫

区皆有项目入市，全年新增存量约

43 . 8万平方米。

租金指数稳步回升 多个新项目将入市

济南商业市场前景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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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惊艳不登场，非极致不

绽放，一座前所未见的奇趣秘

境，一次惊艳济南的蝶鸟秀

场，一场持续数日的狂欢盛

宴，一个全民打卡的网红美拍

圣地。电建·洺悦府泉城醉美

实景园林展示区，5月1日，耀

世而开，风雅揭幕。

游园拾趣

国匠雅园风华初现

以主城贵土为笺，引自然

写意为序。央企电建巨匠和

鸣，恢弘执笔于洪楼显赫中轴

之上，约35000㎡中式水韵园

林，溯源东方千年文脉，借鉴

圆明园的集锦式布局，传承北

方园林轴线规划，取意济南八

景之色。

以一轴两环五境十景规划

布局，全力打造城市花园里的

世家府邸。

洪楼首届大型百鸟万蝶展

珍贵蓝孔雀

印度国鸟，传说中的印度

天神坐骑，从异国他乡空运而

来。不用去东南亚，不用跋涉

千里去非洲，在洺悦府就能观

赏到浓郁东南亚风情的开屏蓝

孔雀。

万蝶共起舞

空前阵容，万余只来自全

球各地你从未见过的珍稀蝴

蝶，齐聚一园，呈现一场自然

奇观。

会说话的奇珍异鸟

好看的外表千篇一律，有

趣的鹩哥万里挑一。不仅仅是

模仿，史上最会聊天的鹩哥在

等你。

八哥、鹩哥、斑鸠、白旋

风鹦鹉、红眼鹦鹉、丝羽凤尾

鸽、元宝鸽、金鱼鸽、毛领

鸽、白羽王鸽、面罩爱情鸟、

蜡嘴鸟、珍珠鸟、金翅雀、十

姐妹纹鸟、白珍珠、金丝雀、

白文鸟、灰文鸟、中华文鸟

等，近百种珍稀鸟类，和鸣共

啼，呈现一场视觉的盛宴。

一场100000+蝴蝶的奇幻盛

会，一生仅见一次的盛大阵

容，万余蝴蝶犹如空中灵动

的花朵，翩跹起舞，震撼你

的视野。“五一”当天还有

蝴蝶放飞，任蝴蝶在指尖翻

飞，听百鸟欢唱，欣赏孔雀

曼舞，探索蝴蝶谧境。活力

篮球，享受竞技的乐趣；充

气城堡，孩子的快乐王国。

蝴蝶标本手作&昆虫钥匙扣定

格美好瞬间，还有游戏机、

双人摩托、欢乐娃娃机，激情

与欢乐碰撞，畅玩一整个假

期。观展的同时完成

打卡任务还有奖励。

活动期间，持VIP门票

游 园 ， 打 卡 园 内 景

点，集齐6枚印章，即

可 参 与 现 场 终极抽

奖。

粉丝福利

“五一”购房节

5天5夜5重折扣

“五一”假期狂

欢；

不是出游看人山

人海，而是洺悦府钜

惠狂欢；

“ 五 一 ” 购 房

节，放价欢乐惠；

5 月 1 日 — 5 月 5

日，5天5夜5重折扣；

更有 4重超值礼

惠，燃爆小长假；

时光淬炼，匠心

不负。电建·洺悦府实景园林

展示区，静候品鉴。“五一”

欢乐惠，嗨玩嗨购不停歇，地

铁准现房，预计2021年11月交

付，“五一”买，年底住，钜

惠不容错过。

与其高速路上排长龙，

景点里看人山人海，不如来

洺 悦 府 游 园 赏 景 与 蝶 鸟 共

舞。“五一”小长假，来电

建·洺悦府就够了，寻趣、

探宝、嗨玩、手作，每天都

有数不尽的欢乐意趣。

二环东花园里·准现房

2#建面约110-115㎡明星

三居

4#建面约130㎡可变3+1户

型 尊景楼座

盛势热销 全城争藏

济建预许2019875号

(晓岳)

今年“五一”网红打卡地
洪楼首届大型百鸟万蝶展奇幻来袭！

4月28日上午，由山东土地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荣成好运角旅游

度假区管委会、长春国信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三强联袂打造的中国威海

海洋艺术小镇济南服务中心正式揭

幕。项目位于北纬37°国际黄金湾

区，总体规划范围10080亩，其中

建设用地约3500亩，旨在凝聚海洋

文化，开发艺术小镇，建设不夜海

港，打造度假天堂。

深度参与乡村振兴，

发挥联盟合力

当前，山东建设海洋强省与蓝

色经济区，威海建设海洋强市，海

洋文化旅游业成为海洋经济的重要

组成部分。好运角旅游度假区建设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为虎头角区域

开发带来机遇，中韩自贸区建设

为虎头角建设立足山东省、面向

京津冀、辐射东北亚的国际知名

滨海旅游度假区创造了良好条件。

顺应“乡村振兴”和“经略海洋”

发展战略，山东土地发展集团、好

运角旅游度假区、国信投资集团深

度合作，中国威海海洋艺术小镇应

运而生。

北纬37°黄金海岸，

湾区颐养盛境

神奇的北纬37°黄金轴线，将

海洋、陆地完美地结合，造就了这

条纬线宜人的气候和独特的自然景

观。希腊雅典、韩国首尔、美国旧

金山、意大利西西里岛均在此纬度

上，威海市地处山东半岛最东端，

内无大江大河，外无客水入境，水

资源主要来源于境内的大气降水。

海水清澈干净，拥有一级海水洁净

度，可以PK希腊爱琴海，且北海

岸不受潮湿影响。威海拥有长达

985 . 9公里的海岸线，在《中国国

家地理》杂志主办的“中国最美地

方”评选中，获评中国大陆最美海

岸。中国威海海洋艺术小镇以区域

内海陆景观和自然生态为基底，将

建设为难得一见湾区养生圣地。

3500亩海上桃源，

全龄艺术生活小镇

中国威海海洋艺术小镇，规划

形成“两核、两轴、两环、六园”

的总体空间结构，以海洋艺术为引

领，康美颐养、高端度假为支撑，

协同“艺术创作、文艺体验、健康

养生、主题度假、生态宜居”五大

板块形成产业联动、产融结合的新

文明海洋艺术高地。

“两核·两轴·两环·六园”依

托海岸线打造滨海休闲旅游带，包

括滨海公寓、海上游客中心、湿地

公园、游艇码头等；凝聚海洋文

化，开发艺术产业链，建设不夜海

港，打造度假天堂。

两核：东西两侧两个区域门户

核心，作为片区的主要展示空间，

形成整个片区形象标识，具有极强

的空间集聚能力。

两轴：分别为东西向旅游发展

轴和南北向旅游服务轴。沿两轴发

展康美颐养组团、会展文创组团、

休闲度假组团、公共服务组团四大

组团。

两环：分别为内部精致生活方

式服务环，主要满足居民日常生产

生活需求；外部慢行体育休闲环，

主要满足旅居休闲度假需求。

六园：利用片区内生态资源打

造森林运动公园、雕塑公园、湿地

公园、滨海公园、艺术农园、纹石

公园。

对于厌倦了大城市嘈杂、繁

忙、拥堵生活的人而言，在小

镇，将会获得一种惬意、安宁、

美好的桃源生活，院外山海如

画，院内浓情和睦，重拾生活的

美好与温暖。目前，中国威海海

洋艺术小镇首期组团，风栖潮鸣

和海韵东方都已开启销售，位于

济南经四路万达广场华景苑1号楼

的客户服务中心现已正式开放，

恭迎品鉴。

(荣)房预售证第20200424号

(晓岳)

中国威海海洋艺术小镇
济南客户服务中心正式揭幕

建行济南自贸试验区分行

打造金融生态圈

建行济南自贸试验区分行与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的合作始于

1993年。为进一步强化平台场景

建设，全面加深银校合作关系，近

日，济南自贸试验区分行成功为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上线了建融慧

学校园“e码通”产品。

全校在职教职工和在校生均

登录激活校园“e码通”产品并开

通了电子钱包，学校指定校园“e

码通”为学校食堂、超市、澡堂

等多种支付场景的唯一支付渠

道。该产品的上线标志着济南自

贸试验区分行在山东旅游职业学

院的金融生态圈建设取得阶段性

成果。

下一步，该分行将深化打造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金融生态圈，

提升对学校及师生C端客户的服

务水平，为建行深耕高校金融生

态圈创新、谋划综合化经营探索

新方向。

建行潍坊分行成功实现

聚合支付商户专线接入

4月23日，潍坊市人民医院

病案打印机、青州华润燃气公司

自助终端聚合支付应用成功上线，

这两家商户均以专线方式接入建

行，为全省系统首批实现聚合支

付、支付交易回执、商户外联平台

全部通过专线接入的商户。

在此之前，商户外联都是

通过互联网接入建行，有部分

商户提出公网存在安全性、稳

定性不够等问题，为解决客户

痛点，分行快速需求提请，快速

实施，实现业务的快速开发快速

上线，满足了客户的需求。

下一步，建行潍坊分行将持

续依托金融科技，通过技术赋能，

践行新金融行动，满足客户需求、

解决客户痛点，做好客户服务的

同时提高客户对建行的满意度。

建行临沂分行完成农民工

工资监管平台优化测试

为认真贯彻落实人社监察部

门要求、保护农民工劳动报酬合

法权益，健全利用信息化手段治

理欠薪问题长效机制，建行

临沂分行代收付系统与临沂

市人社监察部门建立的农民

工工资支付监管平台对接成

功，实现信息上传，从而达到

了政府监督监管作用。

该系统上线运行后，部分客

户反馈上传代发结果存在迟滞现

象，该分行机构业务中心收集整

理相关业务需求，向上级行报送

“农民工工资监管平台T+0上传

代发结果”优化开发需求，在省

行和总行相关部门的支持帮助

下，该功能已完成开发。该分行

业务骨干按照武汉开发中心、省

行业务部门和技术部门的要求，

在省行测试机房开展各项业务的

全流程测试，并于4月16日顺利

完成模拟环境下各项功能系统测

试。该版本上线后可实现柜面代

发当日(T+0)系统日结时自动向

农民工工资支付监管平台推送代

发数据，缩短了数据报送流程耗

时，提高了系统运行效率，将进

一步提升客户满意度。

该分行将以此次系统优化为

契机，持续做好农民工工资支付

监管平台推进工作，通过科技手

段赋能于政府，赋能于社会，赋能

于民众，践行国有大行社会担当

的同时创造更多价值。

(鲁启轩)

建行各分行依托
金融科技提升客户满意度

济南恒隆广场零售业态正在复苏，图为恒隆广场外景。 孙罗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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