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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財務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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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 中期業績摘要

營業額 EBITDA
(計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期內虧損*
(計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36.5百萬港元
(去年溢利：$202.9百萬港元)

毛利 20.4% 至 $1,328.6百萬港元

每股基本虧損
(計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毛利率

#

雅蘭中心莎莎分店

15.7% 至 $3,494.1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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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店數目

2658 至

1.2港仙
(去年每股基本盈利：6.7港仙)

至 38.0%2.2%

至 $23.2百萬港元92.3%

註: 鑑於集團香港核心市場的經營環境嚴峻及前景未明，董事會根據集團按溢利派發股息的政策，建議不於本報告期間派發中期股息，以在目前經營環境中保持負責
任的風險管理 （去年每股派發中期股息：7.0港仙）
*撇除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所產生的影響，集團於期內的虧損則為34.9百萬港元
#借貸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物業、機器及設備)前盈利
^按年變動

^



營業額
(百萬港元)

佔集團總營業額
百分比

香港及澳門 2,890.5 82.7% (去年: 85.0%)

電子商貿 170.0 4.9% (去年: 4.5%)

馬來西亞 201.9 5.8% (去年: 4.6%)

中國內地 132.3 3.8% (去年: 3.3%)

新加坡 99.4 2.8% (去年: 2.6%)

共計 3,494.1 100.0%

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6個月

集團營業額市場分佈

3,494.1百萬港元 15.7%

總營業額 (持續經營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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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百萬港元) 2019 2018 按年變動

資本開支
(撇除已終止經營的台灣業務)

68.7 70.5 -1.8

經營業務所用之現金淨額 -289.6* -122.2 -167.4

中期股息 -- 216.5 -216.5

淨現金及銀行存款結餘淨額 788.7 1,159.2 -370.5

存貨量 1,491.8 1,713.7 -221.9

存貨周轉天數 (日) 117日 123日 -6日

應付帳款 ($)/(日) 231.4 / 18日 561.0 / 40日 -329.6 / -22日

營運資金淨額 ($)/(日) 1,342.8 / 103日 1,249.8 / 87日 +93.0 / +16日

實際稅率 (%) 
(撇除已終止經營的台灣業務)

4.5% 16.8% -12.3個百分點

集團財務狀況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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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已計及支付租賃負債。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前，租賃付款額已在經營活動所用的的現金扣減，採用後則定為融資活動所用的現金



業務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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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及澳門：上半年銷售表現

註:以上資料包括來自尊貴會員積分獎賞計劃之遞延收入調整的影響

-12.7%

-26.3%

-19.4%

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6個月

按年變動%

-15.3%

-28.5%

-22.0%

❑ 上半年：零售銷售額及同店銷售額分別下跌19.4%及22.0% 

❑ 第一季：交易宗數及每宗交易平均金額下降

◼ 中美貿易戰與人民幣貶值持續打擊消費氣氛

◼ 高基數效應

❑ 第二季 : 交易宗數下降，但中國內地客及本地客的每宗交易平均金額在艱難的營商環境下回升

◼ 產品策略見效

◼ 香港市場銷售下降35.4%：中國內地旅客交易宗數下跌51.2%，店舖提早關門時間

◼ 澳門市場銷售增長11.3%：交易量全面增加，包括中國內地客、香港旅客及澳門本地客

零售銷售額增長

同店銷售額增長

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6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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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年變動%

第一季 第二季 2019上半年

第一季 第二季 2019上半年
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6個月 第一季 第二季 上半年

交易宗數 (百萬 /按年變動%) 4.5/-8.0% 3.9/-21.9% 8.4/-14.9%

每宗交易平均金額 (港元 /按年變動%) 341/-5.2% 326/-5.6% 334/-5.2%



97,536

106,711

2018上半年 2019上半年

117,535 117,721

2018上半年 2019上半年

中國內地：同店銷售穩步復甦

註：以上資料包括來自尊貴會員積分獎賞計劃之遞延收入調整的影響

54 50
2018上半年

平均店舖數目* 零售銷售額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以人民幣‘000計算) (以人民幣‘000計算)按年變動 按年變動

同店銷售額

- 4

❑按年淨關閉8間店舖，故零售銷售額僅微升0.2%

❑估計下半年店鋪淨增長

❑上半年同店銷售額錄得9.4%升幅

◼ 新的產品採購團隊引入更多受歡迎產品，吸引人流及推高消費金額

◼ 新VIP計劃的入場門檻較低，以會員為中心的推廣推高VIP轉化率

*店舖數目以期內之平均數計算

8

2019上半年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人民幣千元)

2019 2018 2017 按年變動

零售銷售額 117,721 117,535 119,735 +186

店舖盈利 10,409 7,445 9,285 +2,964

經常性虧損 10,529 13,628 6,762 -3,099

非經常性開支及回撥 -980 82 175 -1,062

整體虧損 11,509 13,546 6,587 -2,037

註：以上資料包括來自尊貴會員積分獎賞計劃之遞延收入調整的影響

❑店舖貢獻按年增加39.8%

❑經常性及整體虧損分別下降3.1百萬人民幣及2.0百萬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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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店舖貢獻增長



47%

53%

2018上半年

自家平台 第三方平台

註：以上資料包括來自尊貴會員積分獎賞計劃之遞延收入調整的影響

線上營運：第三方平台為主要銷售增長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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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百萬港元)

2019 2018 按年變動

整體銷售額 170.0 185.3 -8.2%

第三方平台銷售額 113.1 98.2 +15.1%

經常性虧損 15.4 12.8 +2.6

非經常性開支及撥備 1.2 4.2 -3.0

整體虧損 16.6 17.0 -0.4

33%67%

2019上半年

❑ 第三方平台的銷售額按年上升15%，佔銷售67%

❑ 自家網站及手機應用程式的銷售下滑

❑ 港澳零售與電子商貿業務由4月起合用同一物流中心

◼ 物流成本：佔銷售比例由12.9%下跌至9.4%

◼ 派送時間：由6.0日縮短至5.6日

❑ 整體虧損減少40萬港元，惟人手成本增加導致經常性虧損擴大2.6百萬港元

銷售比例



99,499 

107,669 

2018上半年 2019上半年

95,438 95,238 

2018上半年 2019上半年

馬來西亞：持續滲透馬來人客戶層

註：以上資料包括來自尊貴會員積分獎賞計劃之遞延收入調整的影響

*店舖數目以期內之平均數計算

平均店舖數目* 零售銷售額 同店銷售額

❑平均店舖數目增至81間，零售銷售額上升8.2%

▪ 與商場和第三方平台合作增加曝光率

▪ 網絡紅人及彩粧產品的優勢推動馬來人的市場滲透率

▪ 會員人數 24%

(以馬來西亞令吉‘000計算) (以馬來西亞令吉‘000計算)按年變動 按年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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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81
2019上半年2018上半年

75

+ 6



16,585 
15,285 

2018上半年 2019上半年

18,307 
17,457 

2018上半年 2019上半年

新加坡市場：當地消費氣氛低迷影響銷售

注：以上資料包括來自尊貴會員積分獎賞計劃之遞延收入調整的影響

*店舖數目以期內之平均數計算

平均店舖數目* 零售銷售額 同店銷售額

(以新加坡元‘000計算) 按年變動 按年變動(以新加坡元‘000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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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1
2019上半年2018上半年

❑新加坡的零售數據於上半年錄得負增長

❑新開設的大型商場影響原有商場的人流

❑加入新功能以改良手機應用程式

❑推出更多會員相關優惠

❑毛利率及交易量上升



展望與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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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及澳門：以盡快恢復盈利能力為目標

14

嚴謹控制成本

 全方位減省沒有生產力
的費用

 精簡工作流程，提高營
運及成本效益

加強存貨管理及產品組合改善整體店舖利潤貢獻

 減少店舖數目，尤其遊客區

 減省租金及其他成本

 縮細店舖面積

 優化營業時間及輪班制度

 繼續淘汰低生產力的產品

 減少其他庫存過高的產品

◼ 減少存貨成本
◼ 降低風險
◼ 保留現金

 以騰出空間予

◼ 加快推出新品

◼ 引入高銷量產品

◼ 推高營業額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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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及澳門：線上元素和資訊科技奠定未來

 已於10月份在香港市場試行微信小程序 (WeChat 
mini-programme)

 讓美容顧問通過線上平台與顧客互動及推銷產品

 促進實體店銷售和前線員工收入

 尋找平台及支付的合作伙伴，發展線上線下(O2O)

物聯網
 透過多重接觸點改

善顧客體驗

顧客數據庫 新收銀系統
(「POS」) 

物流系統

 提升店舖處理客流的能力

 縮短結賬及送貨時間

 支援自助付款及其他物聯
網體驗

 擁抱資訊科技如電子數據
交換(EDI)以改善效率

 正在評估第二階
段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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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加快華南地區的開店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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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產品組合

 與本地供應商緊密合作

 引入更多受歡迎的新品吸引人流

不斷優化店舖網絡

 在策略價值高的地區擴張業務

 華南地區乃集團的發展重點區域之一

改善店舖生產力和成本效益

 吸納及培訓前線員工

 利用微信小程序，刺激銷售，鞏固與顧客的
關係

全新顧客關係管理系統

 增加重複選購率

 吸納新會員

 獲取數據作分析



01

02

◆ 發揮現有和新的平台優勢

◆ 尋找更多合作機會

主力發展第三方平台業務

◆以熱門產品吸引人流

◆專注發展莎莎的自家品牌以及具潛力的獨
家代理品牌

產品策略

電子商貿：專注第三方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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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馬市場

 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預測被下調至0.0%-1.0%之間，
反映疲弱的消費氣氛

 改善產品組合，增加自家及獨家代理品牌的銷售

 提升現有店舖的自然增長為主導

 挑戰包括：外圍經濟環境不明朗、股市走低
及弱勢貨幣

 產品策略以市場趨勢為導向，吸引目標客群

 針對馬來人顧客

◼ 找馬來人擔任代言人

◼ 改善彩粧銷售

18

手機應用程式及自家購物網站可望
將客戶帶回實體店，帶動銷售

網購店取服務

新加坡 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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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年變動(%)

以當地貨幣計算 零售銷售 同店銷售

香港及澳門 -39.4% -39.1%

中國內地 -0.3% 13.0%

新加坡 -11.8% -11.0%

馬來西亞 9.5% 1.8%

電子商貿 -12.8%

集團營業額 -31.6%

(季度：2019年 10月1日至 11月18日)

2019/20年度第三季業績表現

註：以上資料包括來自尊貴會員積分獎賞計劃之遞延收入調整的影響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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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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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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在本文件中，「香港」是指「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是指「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台灣」是指「中國台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