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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道疲弱 莎莎港澳銷售僅增1.5%
郭少明：疫情打擊生意 理順分店網點省成本
莎莎季度營業額表現

內地銷售跌5.1% 將減慢開店

線上業務按年增近20%
另外，莎莎線上業務上季銷售按年
增長19.9%，錄得近2.1億元，增幅亦較
第二財季的33.7%放緩。
截至去年12月底止，集團的淨現金
約3.13億元，較去年9月底回升17%，主
要由於上季減少虧損和有效存貨管理。
郭少明表示，集團手頭現金足以應付業
務正常運作，並已獲批更多備用銀行貸
款，目前財務穩健。
莎莎昨日收市後公布最新數據，該
股在交易時段走勢偏弱，以全日最低
1.57元收市，逆市跌近1.9%。

布局線上零售 莎莎初見成效
被視為零售業晴
新聞分析
雨表的莎莎國際
李潔儀 （00178），昨日公
布銷售數據，除了中
國內地市場受疫情影響消費氣氛，中國
香港及澳門繼續錄得生意增長，甚至連
馬來西亞的營業額亦轉正。
疫情形成的新常態，讓傳統零售業
往線上跑，單看莎莎上季來自線上業務
的生意額，按年升兩成至超過2億元，佔
集團五分之一收入來源。
不過，要留意的是，相關數據是滯
後公布的，只記錄去年10月至12月期間
的表現，香港近日出現的第五波疫情，
相關因素尚未反映在內，要知道變種病
毒的傳染力更高，絕不能低估風險，而
且莎莎上季表現亦不及前兩季，增長動
力已見放緩。

隨着新一波疫情爆發，零售業距離
復甦路又再荊棘滿途，莎莎管理層亦表
明會受到影響，減店舖、削成本，已成
為近兩年零售業不斷重複的動作，沒完
沒了的疫情，本港零售業如何自救？
昔日本港零售業十分依重旅客，在
疫情之下，零售業的目光重投本地消費
客群。畢竟，本地消費市場規模有限，
銷售表現難及以往由旅客帶動。
事實上，香港的零售市道並非一帆
風順，2003年 「沙士」 一役，害得零售
業風聲鶴唳，及後的 「自由行」 政策儼
如甘霖，讓零售業重新振作。
新冠病毒疫情在過去兩年橫掃全
球，香港零售業難獨其身，經歷高低起
伏，可謂一雞死一雞鳴，零售市場循環
不息，只要能適時應對、快速變陣，是
現今零售業生存的首要條件。

中手游推首批NFT仙劍徽章
【大公報訊】中手游（00302）宣
布，將通過非同質化代幣（NFT）電商
平台唯一藝術，發行4萬枚NFT《仙劍奇
俠傳》角色徽章。用戶可通過購買基礎
款徽章盲盒合成動態徽章，並在集齊蜀
山和瓊華陣營角色後，召喚稀有的劍神
與九天玄女角色徽章。
中手游表示，基於仙劍IP所積累的
豐富角色及陣營，未來或可延展更多品
類的仙劍數字藏品，此次發行數字藏品

是基於以太坊側鏈的技術架構。未來將
通過騰訊（00700）至信鏈推出仙劍元
宇宙頭像數字藏品，目前已經確定首期
12位仙劍角色頭像，並通過對角色、邊
框、靈珠、小怪、背景五個維度的元素
隨機組合，形成多達約9000種自由組合
頭像。中手游亦會通過阿里（09988）
螞蟻鏈推出仙劍四角色插畫數字藏品，
目前已涉及8款仙劍四高品質角色藝術
CG插畫。

信達退出螞蟻消費增資計劃 涉60億
【大公報訊】四大國有資產管理公
司中國信達（01359）早前宣布出資60
億元（人民幣，下同）現金認購螞蟻消
費金融，原定完成增資後，將會持有螞
蟻消費金融24%的股權。不過，中國信
達昨晚發布通告，指公司經進一步商業
上審慎考慮，與目標公司協商後，將不
參與是次股權認購。阿里巴巴

（09988）美股昨晚曾跌3%，報133.3
美元。
螞蟻消費金融在上月底公布增資計
劃，向多間內地機構增資220億元，完成
增資後，公司註冊資本由80億元增加至
300億元。中國信達表示，不參與是次股
權認購不會對公司經營和財務狀況產生
重大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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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莎近期走勢

按年變幅

單計香港店舖的同店銷售，按年增
長22.9%。郭少明解釋，雖然上季香港
的 平 均 店 舖 數 目 減 少 16 間 ， 減 幅 近
17%，但由於已關店的前線美容顧問獲
分派到其他分店繼續工作，有助提升同
店的盈利能力。
至於澳門方面，澳門與內地已恢復
通關逾一年，惟去年9月底疫情再度爆
發，當地的入境檢疫措施加強，重挫莎
莎於10月份的內地客人流及銷售，令澳
門上季錄得13.7%銷售跌幅。
郭少明提到，疫情已於去年11月開
始改善，澳門的銷售亦於12月持續回
升。
不過，郭少明直言，在核心的港澳
市場，預計第五波疫情將對銷售造成負
面影響，集團現正密切關注疫情的最新

發展，並適時調整業務策略。
郭少明續指，將持續執行有效的減
省成本方案，包括理順香港的店舖網
絡，同時積極擴大產品組合類別，帶動
顧客人流及銷售增長，提升店舖的盈利
能力和競爭力，目標是在香港尚未通關
的大前提下，可以盡快達到收支平衡。
在內地方面，由於多個地區爆發新
冠疫情，加上消費氣氛放緩，導致內地
業務同店銷售由第二財季跌16.4%，擴
大至跌22.2%，整體零售銷售轉升為
跌，減少5.1%。
郭少明表示，上季在內地淨增加8間
分店，有見消費市道不及預期，集團已
相應減慢店舖擴張步伐，短期內將以提
高現有店舖的營運表現為增長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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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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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李潔儀
截至2021年第三財季（10月至12
月），莎莎持續經營的零售及批發業
務，其來自香港及澳門營業額錄得近6.2
億元，按年增長1.5%，增幅較第二財季
的16.2%顯著收窄。與2018年第三季相
比，則仍要下跌66.3%。
集團主席及行政總裁郭少明指出，
集團致力吸引本地客的累積效果開始浮
現，銷售動力亦受惠政府派發消費券，
推動消費氣氛，刺激香港業務上季的零
售銷售增長14.3%。

單位：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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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莎（00178）公布最新銷售數據，上季整體生意額增長4.7%
至約9.8億元；同時，港澳同店銷售增長放緩至單位數。然而，與
2018年同一季度比較，整體生意仍然腰斬約53.7%，而港澳生意只
有當年三分一。管理層更預警，在第五波疫情爆發之下，勢對港澳
市場的銷售造成負面影響，集團將持續執行有效的減省成本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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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經濟最壞時候已過 最盼是通關
【大公報訊】ACCA（特許公認
會計師公會）香港分會調查顯示，受
訪會員中，85%認為今年香港GDP出
現正增長，當中幅度介乎0-1.9%、
2%-3.9%及高於4%，分別為44%、
35%及6%，與去年調查中過半數
（53%）受訪者預期GDP負增長相
比，反映今年受訪者認為香港經濟最
壞時候已過，對前景看法恢復正面。
同時，約43%受訪者預期要到明
年才回復至疫前水平；23%受訪者認
為可於今年完結前實現；預期在2024
年的佔19%；於2025年或更後才回復
則有15%。ACCA香港分會會長陳婉
真表示，香港在防疫抗疫取得大致成
功，令經營環境趨向穩定，大部分受
訪者認為整體經濟已走出谷底。
她說，通關很重要，相信若不能
或延遲通關，對經濟增長一定有影

響，但難以太快下判斷是否會令經濟
由正增長轉為負數。
為了保持競爭力，即使未真正復
甦，企業仍傾向預先作好準備，預期
創造職位及增加人手有21%（2021年
為10%）、增加資本項目投資有34%
（2021年為24%）及增加在人力資源
上的投資有21%（2021年為7%），
而認為將會凍結或減少人手有36%
（2021年為59%）、縮減資本項目投
資有14%（2021年為21%）及減少
在員工身上的投資有19%（2021年為
27%）。
被問及對本港經濟最重要的正面
因素，受訪者首選三項為 「重開口
岸」 （72%）、 「中國經濟反彈」
（45%）及 「國家十四五規劃與大灣
區發展」 （42%），而對本港經濟最
需留意負面因素首三項為 「新冠肺炎

商界回應
香港中小企商會聯席主席 羅少雄

•疫情重創飲食等行業，今年經濟仍
充滿不確定性
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永遠榮譽會長

巢國明

•今年經濟料有正增長，因全球國家
已習慣在疫情下生活，但須注意疫
情變化，以作出相應行動
大公報整理

疫情」 （75%）、 「中美經貿糾紛」
（75%）及 「外圍經濟增長放緩」
（53%）。
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永遠榮譽
會長巢國明亦認同，他並預計，今年
經濟應有正增長，因全球國家已習慣
在疫情下生活，但需注意疫情變化，
以作出相應行動。

不走傳統路線 螞蟻銀行研推理財產品
【大公報訊】阿里巴巴（09988）
關聯公司螞蟻集團旗下螞蟻銀行，行
政總裁梁妍勛透露，將繼續推出有別
於傳統銀行的產品，包括個人信貸產
品、公司貸款產品等，亦會着手研究
推出財富管理產品。
「螞蟻銀行的玩法是不走
conventional bank（傳統銀行）路
線，而是要圍繞整個螞蟻生態，打到
具螞蟻特色的產品。」 梁妍勛接受訪
問時強調，螞蟻銀行以服務本地個人
及中小企兩大客群為主軸，以融資產
品為主，期望2022年上線更多融資產
品，藉而與傳統銀行做到產品差異
化。
其中，螞蟻銀行旗下產品 「存款

寶」 ，為客人提供 「支付+賺息」 的
組合，梁妍勛提到，當中有60%屬於
女性用戶。
不過，螞蟻銀行上月中調整存款
寶利率，以2萬元以下的存款結餘為
例，年利率由2%降至1%，2萬元至
不足20萬元，年利率維持在0.5%水
平。
梁妍勛直言，暫時難預估今年存
款寶調整利率的空間，惟強調一切是
按照市場及業務方向，作出適當調
整。
目前，本港共有8間虛擬銀行，
梁妍勛承認，螞蟻銀行的發展迅速較
其他虛擬銀行為慢，惟強調畢竟處於
初期摸索階段，目標是在吸納客戶的

▲螞蟻銀行行政總裁梁妍勛指，期望
2022年上線更多融資產品。

同時，亦要做好成本控制。
梁妍勛提到，螞蟻銀行現時約有
100名員工，當中看重風險管理部門
及技術團隊，未來將繼續增聘人手。

支付寶新基金遭叫停 傳不合規
【大公報訊】阿里巴巴（09988）
旗下支付寶，最近推出投資顧問新產
品 「金選投顧」 ，不過，該產品存在
合規問題，在推出短短一個星期，即
已被叫停，相關產品在支付寶的鏈接
亦已經撤下。

據內媒報道， 「金選投顧」 是支
付寶聯合興證全球基金、南方基金、
中歐財富、廣發基金、嘉實財富五家
基金公司或基金子公司，夥拍財通證
券推出的產品。
報道引述業內人士指， 「金選投

顧」 內的基金組合，來自既定的6家投
顧機構的基金備選庫，並非來自上述6
家投顧機構自己決定。
由於支付寶沒有基金評價業務的
資格，因此由支付寶選定投資組合的
範圍存在合規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