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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來襲 莎莎擬重整港店網絡
莎莎昨日公布截至去年底止第三季度營
運數據，集團持續經營業務的零售及

第五波疫情來勢洶洶，勢對本地
零售市道造成影響，莎莎國際

業務策略。集團將持續執行有效的減省成

批發業務營業額，按年上升 4.7%；若與新
冠疫情前的2018/19年度同期比較，營業額
則減少 53.7%，對比第二季度的 61.7%減
幅，則有所改善。集團預計第五波疫情將對
銷售造成負面影響，惟目標是在香港尚未進
一步通關的情況下，盡快達到收支平衡。

本方案，包括理順香港特區的店舖網絡，

線上業務按年增近兩成

同時積極擴大產品組合類別，帶動顧客人

按地區來看，第三季度香港及澳門的零
售 及 批 發 營 業 額 為 6.18 億 元 ， 按 年 升
1.5%；期內，內地和馬來西亞的零售及批
發營業額則分別為 8,590 萬及 6,780 萬元，
分別按年跌 5.1%及升4.4%。另外，期內線
上 業 務 營 業 額 為 2.09 億 元 ， 按 年 升
19.9%，主要由於集團於去年初更新香港購
物網站帶動，並於「雙十一」購物節活動
期間傾向避免過分的價格競爭，導致季內
的第三方平台與去年同期相比錄得低單位

（0178）預期，在核心的香港和澳門市
場，第五波疫情將對銷售造成負面影響，現
正密切關注疫情的最新發展，並適時調整

流及銷售增長，提升店舖的盈利能力和集團
的競爭力，目標是在香港尚未進一步通關的
情況下，可以盡快達到收支平衡。
◆香港文匯記者 殷考玲

◆ 莎莎預期第五波疫情將對港澳銷售造成負面影響，現正密切關注疫情的最新發
展，並適時調整業務策略。
資料圖片

數字的銷售增長。
在香港業務方面，集團持續吸引本地客
的累積效果開始浮現，銷售動力亦因政府
於去年 10 月派發第二期消費券推動消費氣
氛而加強，加上該集團引入迎合本地客喜
好的新產品，均有效刺激本地客銷售，成
功推動本地客為主導的香港於第三季的零
售銷售增長 14.3%。雖然季內的平均店舖
數目按年減 16 間，不過由於已關店的前線
美容顧問獲分派到其他分店繼續工作，推
動同店銷售增長 22.9%，更提升同店的盈
利能力。

消費遜預期 減慢內地擴張
內地業務方面，由於多個地區爆發新冠
肺炎疫情，加上消費氣氛放緩，導致集團
第三季的同店銷售按年跌 22.2%。有見消
費市道不及預期，該集團已相應減慢店舖
擴張步伐，短期內以提高現有店舖的營運
表現為增長目標。

港交所：

大市成交額年增 28%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港交所
昨披露 2021 年統計數據，去年本港大市
成交額近 41.2 萬億元，按年增 28.3%，日
均成交額 1,667.3 億元，按年增 28.8%，
期內滬港通南北向交易額分別升 52.2%及
40.4% ， 深 港 通 南 北 向 交 易 額 則 分 別 升
89.8%及近 24%。去年首 11 個月，本港證
券化衍生產品總成交額 5,858.2 億美元，
為全球第一，不過截至去年底，本港首
次公開招股集資額按年跌 17.8%至 3,288.5
億元，排名遜於納斯達克、紐交所及上
海。
數據顯示，去年滬港通南北向日均成
交金額分別為 200.79 億及 551.57 億元人
民幣，期內深港通南北行日均成交金額

分別為 216.3 億及 649.72 億元人民幣。上
海和深圳投資者對港股偏好十分接近，
滬深港通下的港股通首 5 名活躍股均依次
為 騰 訊（0700）、 美 團（3690）、 小 米
（1810）、 中 芯 國 際（0981）及 中 國 移 動
（0941）。
衍生產品市場方面，本港去年證券化衍
生產品總成交額達 5,858.2 億美元，排名全
球第一，遠高於排第二位的泰國證交所的
594.6 億美元。本港股票期貨去年總成交
238.2 萬張，按年升 1.09 倍，股票期權交易
1.58億張，按年升逾兩成。

IPO 集資額按年跌 17%

新股方面，本港全年有 98 隻新股上市，
少於前年的 154 家，IPO 集資
額 約 3,288.5 億 元 ， 按 年 跌
17.8%。新上市公司中包括
20
項目
截至 2021 年底
按年變幅(%)
間生物科技公司，及 9 間不同
58.67 萬億港元
↑23.5
總市值
投票權架構公司。
41.2 萬億港元
↑28.3
市場成交總額
在中概股加快回流下，本港
12.69 萬億元人民幣
↑40.4
滬股通成交額
十大新股發行全為中資公司。
14.94 萬億元人民幣
↑24
深股通成交額
其中快手（1024）成全年集資
滬港通下
額最高的新股，達 483 億元，
4.5 萬億港元
↑52.2
港股通成交額
在本港集資額史上排第 9。另
深港通下
外，港交所旗下前海聯合交易
4.85 萬億港元
↑89.8
港股通成交額
中心去年總成交額 324.8 億元
資料來源：港交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人民幣。

港交所市場統計數據

A 股續疲弱 茅台跌逾 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A 股短暫反彈後再度疲軟，昨日滬深
三大指數無一收紅，截至收市，滬綜指
報 3,555 點，跌 42 點或 1.17%；深成指報
14,138 點，跌 282 點或 1.96%；創業板指
報 3,083 點，跌 53 點或 1.71%。兩市共成
交 10,935 億元（人民幣，下同），北向
資金淨賣出近 6 億元。投資者擔憂新一輪
疫情或引發更多管控措施拖累消費，白
酒等消費板塊遭遇較大沽壓，貴州茅台
全日收市大跌 4.56%，報 1,877.39 元；五
糧液跌 4.14%，滬深 300 主要消費指數收
跌 3.6%，創逾八周新低。中藥、風電設
備、化肥板塊跌 3%；船舶製造、旅遊酒
店、貴金屬、商業板塊、煤炭等逆市收
漲 1%。

星輝環材首掛破發
昨日上市的創業板新股星輝環材，發行
價為 55.57 元，早盤開於 51.98 元已告破
發，之後持續震盪向下，收盤跌 9.12%報
50.5 元，股民中一籤 500 股虧損逾 2,500
元。去年以來 A 股打新雖早已告別穩賺不
賠，但連日來的新股破發頻率仍令投資者
始料不及。1 月截至昨共有 11 隻新股上
市，4 隻已破發，其中 3 隻首日破發，7 日
登陸科創板的亞虹醫藥首日狂瀉23%。
另據上海社會調查研究中心上財分中心
和上海財大應用統計研究中心最新調查
指，2021 年第四季度上海市機構投資者信
心指數為 122.21 點，環比下降 5.37 點，同
比下降7.22點。

調查：滬消費者購房意慾大增

◆仲量聯行中國區研究部總監姚耀
指，房地產政策面已有明顯的邊際
鬆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章蘿蘭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上海房地
產市場總體呈現量漲價跌，推動剛性需求得到大量
釋放。據上海社會調查研究中心上財分中心和上海
財經大學應用統計研究中心的數據顯示，2021 年第
四季度上海市消費者購房意願指數為 95.9 點，環比
上升 43.3 點，同比大幅提高 19.9 點，達到了調查以
來的最高點；購房時機預期指數為 88.5 點，比前個
季度大幅提高了 26.9 點，同比上漲 10.4 點，也是調
查以來最高點。兩項指數在本季度都出現了異動，
消費者的購房意願和預期顯著增強。32%消費者認
為當前是購房的好時機，環比上升15.8個百分點，同
比上升8.4個百分點。
另據仲量聯行昨日公布的最新統計，隨着年底信貸
環境邊際改善，去年四季度上海一手商品住宅整體成
交量小幅回升至 254 萬平方米，環比增長 5.1% 。期
內高端一手住宅共成交1,105套，環比增長4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