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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財務表現集團財務表現集團財務表現集團財務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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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百萬港元)
2018 2017 按年變動百分比

持續經營業務持續經營業務持續經營業務持續經營業務

營業額 8,017.6 7,551.1 +6.2%

毛利 3,373.9 3,140.5 +7.4%

稅息折舊及攤銷前盈利 (EBITDA) 658.3 518.3 +27.0%

年內溢利(持續經營業務) 465.2 342.5 +35.8%

已終止經營業務虧損 (25.1) (15.8) -59.0%

年內溢利 440.1 326.7 +34.7%

每股基本盈利 - 持續經營業務 15.4港仙 11.7港仙 +32.1%

- 集團整體 14.6港仙 11.2港仙 +30.9%

股本回報 19.1% 15.9% +3.2個百分點

毛利率 42.1% 41.6% +0.5個百分點

純利率 5.8% 4.5% +1.3個百分點

集團全年業績集團全年業績集團全年業績集團全年業績

*末期股息將以現金方式（並提供以股代息選擇）支付。為鼓勵股東將股息再投資於本公司股份，董事會亦議決讓選擇以股代息的合資格股東以認購價折讓 5%認
購代息股份。

每股末期基本股息* 11.0港仙 8.0港仙 +37.5%

每股末期特別股息* (慶祝成立40週年) 3.0港仙 -- --

末期每股股息 14.0港仙 8.0港仙 +75.0%

合共每股全年股息 17.5港仙 17.0港仙 +2.9%

派息比率 ~121% ~ 155% -34.0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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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額
(百萬港元)

佔集團總營業額
百分比

香港及澳門 6,761.6 84.3% (去年: 83.0%)

中國內地 298.7 3.7% (去年:3.7%)

新加坡 211.5 2.7% (去年:2.7%)

馬來西亞 362.5 4.5% (去年:4.4%)

電子商貿 383.3 4.8% (去年:6.2%)

共計共計共計共計 8,017.6 100.0%(去年:100.0%)

台灣地區
(已終止經營業務)

213.2 --

合共合共合共合共 8,230.8 --

截至2018年3月31日止年度

總營業額總營業額總營業額總營業額(不包括台灣不包括台灣不包括台灣不包括台灣): 8,017.6百萬港元百萬港元百萬港元百萬港元 (+6.2 %)

集團營業額地區分佈集團營業額地區分佈集團營業額地區分佈集團營業額地區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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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港元)
2018

4月
2018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2017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變化

資本開支(已撇除台灣) 166.1 77.0 +89.1

經營業務產生之現金淨額 748.2 356.7 +391.5

年內股息 531.3 506.0 +25.3

淨現金及銀行存款結餘淨額 1,394.9 1,365.4 968.7 +396.7

集團集團集團集團：：：：穩健財務狀況穩健財務狀況穩健財務狀況穩健財務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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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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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上半年上半年上半年 下半年下半年下半年下半年
全年全年全年全年

(截至2018年3月31日止年度)

零售銷售零售銷售零售銷售零售銷售 (按年變動%) +2.2% +13.0% +8.0%

同店銷售同店銷售同店銷售同店銷售 (按年變動%) -2.1% +9.1% +3.9%

交易宗數交易宗數交易宗數交易宗數 (百萬 /按年變動%) 8.9/ -1.1% 10.3/ +8.5% 19.2/ +3.8%

每宗交易平均金額每宗交易平均金額每宗交易平均金額每宗交易平均金額 (港元 /按年變動%) 329/ +3.4% 365/ +4.2% 349/ +4.1%

香港及澳門香港及澳門香港及澳門香港及澳門：：：：年內銷售持續增長年內銷售持續增長年內銷售持續增長年內銷售持續增長

註:以上數據包括來自尊貴會員積分獎賞計劃之遞延收入調整的影響

• 下半年銷售明顯改善:

� 下半年交易宗數增幅最為明顯

� 本地顧客及內地旅客的每宗交易平均金額於年內持續穩定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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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中國內地中國內地中國內地中國內地旅客旅客旅客旅客於港澳市場的於港澳市場的於港澳市場的於港澳市場的交易交易交易交易量及平均單額情況量及平均單額情況量及平均單額情況量及平均單額情況
(2015年4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

交易宗數按年變動 內地訪港旅客人次按年變動* 每宗交易平均金額按年變動

香港及澳門香港及澳門香港及澳門香港及澳門：：：：交易量上升帶動銷售增長交易量上升帶動銷售增長交易量上升帶動銷售增長交易量上升帶動銷售增長

2018

註：以上數據包括來自尊貴會員積分獎賞計劃之遞延收入調整的影響。
*資料來源：香港旅遊發展局

• 中國內地旅客人數顯著增長

• 三、四線城市居民富裕及人民幣強勢

• 莎莎交易量增長幅度在第四季再一次高於內地訪港旅客人次增長率

• 隨著貨倉搬遷完成

• 推出更多潮流產品

2016 2017
截至3月31日

止年度

百
分
比

交
易
量

百
萬
位



9

9

截至3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2018 2017 2016 按年變動

多品牌「莎莎」零售店平均數量* 54 55 57 -1

零售營業額 252,478 240,470 250,197 12,008

按年銷售變動 5.0% -3.9% -9.6% 不適用

整體虧損 -8,947 -12,947 -32,660 +4,000

中國內地中國內地中國內地中國內地：：：：過去三年持續改善過去三年持續改善過去三年持續改善過去三年持續改善

*註：
截至2015年4月1日，中國內地共有62間多品牌「莎莎」店；於2016年3月31日，中國內地共有57間多品牌「莎莎」店。
截至2016年4月1日，中國內地共有57間多品牌「莎莎」店；於2017年3月31日，中國內地共有56間多品牌「莎莎」店。
截至2017年4月1日，中國內地共有56間多品牌「莎莎」店；於2018年3月31日，中國內地共有55間多品牌「莎莎」店。
店舖數目以期內(四月至三月份)之平均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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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中國內地中國內地中國內地：：：：店舖層面及整體盈利改善店舖層面及整體盈利改善店舖層面及整體盈利改善店舖層面及整體盈利改善

• 改善原因：

• 管理層團隊已經穩定下來

• 關閉於偏遠城市表現欠佳的店舖，於重點城市及鄰近地區開設新店

• 於管理完善的省會城市建立商店群及本地管理團隊：

改善整體店舖管理效益

• 供應鏈交貨時間縮短約一半，以及減低三分一的物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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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以上數據包括來自尊貴會員積分獎賞計劃之遞延收入調整的影響。

電子商貿電子商貿電子商貿電子商貿：：：：取得顯著進展取得顯著進展取得顯著進展取得顯著進展

重點提高核心競爭力和盈利能力

• 毛利率提高

• 物流成本對銷售佔比減低

• 內地平均交貨時間由去年的10日縮短至7日

• 下半年推出全新手機應用程式

• 與內地多間電商合作，增加市場曝光

• 開始合併線上、線下產品採購團隊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百萬港元)

2018 2017 按年變動

整體銷售額 383.3 475.2 -19.3%

淨虧損 (28.3) (67.1) 38.8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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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2017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零售 (以當地貨幣計算) 上半年 下半年 全年 全年

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

平均店舖數目*

按年銷售變動

按年同店銷售變動

20

-2.3%

+7.0%

19

+5.9%

+10.2%

20

+1.9%

+8.7%

22

-9.7%

-7.6%

馬來西亞馬來西亞馬來西亞馬來西亞

平均店舖數目*

按年銷售變動

按年同店銷售變動

72

+9.1%

+1.1%

74

+3.4%

-3.1%

73

+6.1%

-1.2%

69

+12.5%

+6.2%

台灣地區台灣地區台灣地區台灣地區(已終止經營業務已終止經營業務已終止經營業務已終止經營業務)

平均店舖數目*

按年銷售變動

按年同店銷售變動

23

-8.9%

+0.8%

19

+15.6%

+26.9%

21

+3.3%

+14.3%

28

-23.0%

-16.8%

註：以上數據包括來自尊貴會員積分獎賞計劃之遞延收入調整的影響。.

其他市場表現其他市場表現其他市場表現其他市場表現：：：：集中於星馬市場集中於星馬市場集中於星馬市場集中於星馬市場

• 新加坡管理層架構已趨穩定，下半年表現明顯改善

• 馬來西亞營運環境充滿挑戰：新購物商場增加、大選前後政治不確定，影響消費意欲

• 集團享有足夠能力與優勢去調節以適應市場轉變

• 台灣最後一間店舖已關閉

*店舖數目以期內之平均數計算

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及馬來西亞及馬來西亞及馬來西亞及馬來西亞

年內溢利 4.7 (7.9)

台灣地區台灣地區台灣地區台灣地區(已終止經營業務已終止經營業務已終止經營業務已終止經營業務)

年內溢利 (25.1)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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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與未來發展展望與未來發展展望與未來發展展望與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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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及澳門香港及澳門香港及澳門香港及澳門顯著地持續增長顯著地持續增長顯著地持續增長顯著地持續增長

短期及中期展望

� 本地消費意欲持續加強

� 據微信資料報告:香港是國內旅客最熱門出遊地區

� 中國三四線城市居民的財富效應和人民幣升值，均推動外遊和消費意欲

長遠展望

� 粵港澳大灣區的基建項目將於今年內開通

� 香港和澳門的經濟將受惠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策略

� 大灣區經濟高速發展將為零售業帶來重大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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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及澳門香港及澳門香港及澳門香港及澳門
• 繼續於大灣區內擴大店舖網絡及規模

� 增加住宅區、交通樞紐及鄰近內地邊境的店舖數目

� 擴充客人流量高的店舖面積

• 投資於資訊科技，邁向「新零售」時代，

提升客戶體驗

� 改善店內銷售點系統及科技

� 推行全新電子商貿解決方案

� 整合線上線下客戶數據庫

� 改善線上線下營運的物流效率和效益

• 繼續改善產品組合，爭取最大的市場佔有率和毛利金額

「「「「新零售是線上、線下、物流和
數據結合成的單一價值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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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中國內地中國內地中國內地

• 「新零售」促進消費，改善零售業線上線下的前景

• 租金市場轉弱，集團店舖選擇因而增加且成本下降，

為擴展店舖網絡帶來有利條件

• 於管理完善的地區審慎拓展版圖，在現有據點

建立群聚效應

• 大灣區：計劃下個財年於大灣區的內地城市開設

約4間新店，已初步確定選址於東莞、珠海及江門

• 採用新資訊科技去提升店舖的客戶體驗和改善

產品組合，從而帶動人流

• 物流持續改善，線上線下客戶數據整合，

集團將會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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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商貿電子商貿電子商貿電子商貿：：：：改善改善改善改善系統系統系統系統，，，，提升客戶體驗提升客戶體驗提升客戶體驗提升客戶體驗

• 投資於資訊科技

� 以Salesforce軟件即服務客戶關係管理系統 (Salesforce SaaS Solution) 整合線上線

下客戶大數據，以及利用商業智能「大數據BI/AI數據分析系統」，改善客戶體驗

� 推行全新電子商貿解決方案

� 優化手機應用程式後端系統

• 與著名第三方平台合作，以合理成本開拓新客戶群，增加品牌曝光率

• 加強營運效益

� 物流運作改善

� 開始將「品牌及產品發展部」的團隊整合，以改善新產品推出，庫存管理和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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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市場新加坡市場新加坡市場新加坡市場

• 改善獎勵政策，以提升員工士氣和效率

• 改善店舖陳列及購物空間，提升購物體驗及拓寬年輕客層

• 於近郊的購物中心開更多新舖

• 推出手機應用程式

馬來西亞市場馬來西亞市場馬來西亞市場馬來西亞市場

• 消費意欲受大選前後政局不明朗及新政府的大改革影響

• 計劃建立線上元素提升競爭能力

台灣市場台灣市場台灣市場台灣市場

• 探索與第三方零售商合作，出售集團的獨家品牌產品

星馬台星馬台星馬台星馬台市場市場市場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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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略性並適時地推出潮流及高銷量產品

• 按功能及價位填補產品缺口

• 強化彩妝品牌組合和展示

• 加強獨家品牌的數碼媒體宣傳

• 與供應商建立更密切的夥伴關係

• 利用大數據，並通過多個接觸點為顧客提供

個人化的產品及服務

品牌管理及產品發展策略品牌管理及產品發展策略品牌管理及產品發展策略品牌管理及產品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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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店店店舖網絡策略各有異同舖網絡策略各有異同舖網絡策略各有異同舖網絡策略各有異同

• 香港及澳門：整合遊客區店舖數目，增加住宅區店舖，以及調整指定店舖的面積，
以提高生產力和盈利能力

• 馬來西亞：擴展模式（增加滲透率）

• 中國內地及新加坡地區：優化模式（提升店舖貢獻）

* 開店:遊客區店舖: 6;非遊客區店舖: 7
**關店:遊客區店舖: 6;非遊客區店舖: 5

註: 「遊客區」定義為傳統遊客景點，與集團內部定義有別
於2018年3月31日，集團之持續經營業務共營運265個銷售點，包括1間港澳市場的單一品牌專門店/專櫃(去年：港澳市場及馬來西亞市場各1間單一品牌專門店/專櫃)及264間銷售多品

牌的「莎莎」店舖 (去年：261間銷售多品牌的「莎莎」店舖)
於2017年3月31日，台灣地區共有25間零售店舖。於本公告日期，所有店舖已經關閉

零售點數目
(持續經營業務)

於2017年
3月31日 開店 關店

於2018年
3月31日

香港及澳門 116 13* 11** 118

中國內地 56 10 11 55

新加坡 20 1 1 20

馬來西亞 71 6 5 72

總數 263 30 28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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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聲明免責聲明免責聲明免責聲明

莎莎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莎莎」）並無就本演示稿所找到或提供作任何具體用途
的資訊及素材的準確性、時效、可靠性、效能、完整性或恰當性提供任何保證或擔
保。 閣下明白，本演示稿的所有資訊及素材包括所有條款、評論、見解及意見僅
供參考，資訊及素材或會不準確或出錯，在法律所容許的情況下，「莎莎」明確豁
免對上述不準確或錯誤須負的法律責任。

閣下運用本演示稿內任何資訊或材料，一切風險須由閣下自行承擔，招致任何直接
或間接形式的損失或損害，「莎莎」概不負責。

本演示稿包含「莎莎」所擁有或許可發放的材料。這些素材包括（但不限於）設計、
版面、外貌、外觀及圖案。除非依循版權通知（屬本條款及細則的一部份）的規定，
否則禁止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