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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截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止 6 個月中期業績 

股息及暫停辦理股份登記手續 
 

業績摘要 

 
 集團營業額由去年同期的33億7,750萬港元增加15.4%至38億9,910萬港元 

 港澳地區零售銷售額由去年同期的2 5億6 , 4 1 0萬港元上升1 9 . 9 %至 

30億7,380萬港元 

 本期內集團溢利由2億8,210萬港元增至3億5,740萬港元，增幅為26.7% 

 每股基本盈利為12.6港仙，去年同期則為10.0港仙 

 擬派中期及特別股息各每股4.5港仙，合共每股9.0港仙 

 集團零售網絡店舖數目由260間增加至271間，淨增加11間 

 集團首間生活概念店Sa Sa Supreme於2013年8月開業 

 自2011年，莎莎連續第三年成為恒生可持續發展企業基準指數成份股 

  
莎莎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之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與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止 6 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

財務資料已經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及本公司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根據香港會

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準則第 2410 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行中期財務資料審閱」

進行審閱。中期財務資料的審閱報告將會載入將發予股東的中期報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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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收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 9 月 30 日止 6 個月 
    
 附註 2013 2012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4 3,899,125 3,377,465 
    
銷售成本 6 (2,068,384) (1,833,851)
    
毛利  1,830,741 1,543,614 
    
其他收入 5 45,169 27,846 
    
銷售及分銷成本 6 (1,288,060) (1,096,438)
    
行政費用 6 (167,618) (133,742)
    
其他利潤－淨額   4,010 3,336 
    
經營溢利  424,242 344,616 
    
財務收入  5,540 3,616 
    
除所得稅前溢利  429,782 348,232 
    
所得稅開支 7 (72,402) (66,168)
    
期內溢利  357,380 282,064 
    
每股盈利（以港仙為每股單位） 8    
    
基本  12.6 10.0
攤薄  12.6 10.0

 
股息 9 255,294 197,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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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全面收入表 
 

 
未經審核 

截至 9 月 30 日止 6 個月 
    
  2013 2012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期內溢利  357,380 282,064 
    
其他全面（虧損）/收入    
其後或循環至損益的項目:    
現金流量對沖，已扣除稅項  880 (69) 
外地附屬公司在匯兌儲備之匯兌差額  (6,103) 691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收入，已扣除稅項  (5,223) 622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352,157 282,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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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2013 年   2013 年

  9 月 30 日  3 月 31 日

 附註   
資產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340,093  343,195
租金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資產  206,287  214,731
遞延稅項資產  11,432  5,233

    
  557,812  563,159
    
流動資產    
存貨  1,558,602  1,234,976
應收賬款 10 61,099  92,968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182,511  154,083
定期存款  42,882  209,092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554,266  542,963

    
  2,399,360  2,234,082
負債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1 444,100  411,231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390,693  317,255
應付所得稅  128,548  63,279

    
  963,341  791,765
    
淨流動資產  1,436,019  1,442,317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993,831  2,005,476
    
非流動負債    
退休福利承擔  3,723  3,849
遞延稅項負債  510  1,501
其他應付款項  40,119  24,652

    
  44,352  30,002
    
淨資產  1,949,479  1,975,474
    
權益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83,226  282,691
儲備  1,666,253  1,692,783

    
權益總額  1,949,479  1,975,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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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截至 2013年 9月 30日止 6個月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按照香港會計準則（「香

港會計準則」）第 34 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此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應與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所編製截至 2013 年 3 月 31 日

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2. 會計政策 
 

除下文所述者外，所採納會計政策與截至 2013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

表所採用者（已在該等年度財務報表中載述）貫徹一致。 
 
中期所得稅乃按照預期全年總盈利之適用稅率累計。 
 
a) 本集團採納之新訂準則、修訂本及經修訂準則以及新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修訂本）「金融工具：披露－抵銷金融資產及金

融負債」（於 2013 年 1 月 1 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該等修訂規

定新的披露要求，著重於在財務狀況表中被抵銷之已確認金融工具，以及

受淨額交割總協定或類似安排約束（無論其是否被抵銷）之已確認金融工

具之量化資料。 該修訂本僅導致額外披露資料。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3 號「公平值計量」（於 2013 年 1 月 1 日或以後開始

之年度期間生效）。 此準則透過為公平值提供一個清晰定義和為各項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提供有關公平值計量及披露規定之單一來源，改善公平值之

貫徹性及減低其複雜性。 該新準則僅導致額外披露資料。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修訂本）「財務報表之呈列」（於 2012 年 7 月 1 日或

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該等修訂產生之主要變動為規定實體必須將

「其他全面收入」內呈報的項目按照其是否有機會在其後重新分類至損益

（重新分類調整）而組合起來。 該等修訂並不針對在其他全面收入中呈報

那些項目。 該會計政策之改變僅導致額外披露資料。 
 

 香港會計準則第 19 號（修訂本）「僱員福利」（於 2013 年 1 月 1 日或以後

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該修訂本對定額福利退休開支及終止福利之確認

及計量，以及所有僱員福利之披露作出重大改變。 該等修訂本刪除區間法

和按淨注資基準計算財務成本。 此等經修訂準則對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

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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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 （續） 
 

a) 本集團採納之新訂準則、修訂本及經修訂準則以及新詮釋（續） 
 

以下新訂準則、修訂本及經修訂準則以及新詮釋於 2013 年 4 月 1 日開始之財

政年度生效，但與本集團無關。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 號（修訂本）「政府貸款」（於 2013 年 1 月 1 日或以

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 號「綜合財務報表」（於 2013 年 1 月 1 日或以後開

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 號「合營安排」（於 2013 年 1 月 1 日或以後開始之

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2 號「於其他實體的權益的披露」（於 2013 年 1 月 1
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 號、第 11 號及第 12 號（修訂本）過渡指引（於 2013
年 1 月 1 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 號（2011 年經修訂）「獨立財務報表」（於 2013 年 1 月

1 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 28 號（2011 年經修訂）「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於 2013
年 1 月 1 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20 號「露天礦山生產階段的剝

離成本」（於 2013 年 1 月 1 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b) 提早採納修訂本準則及新詮釋，並容許提早採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 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2 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27 號（2011 年經修訂）「投資實體」之修訂本（於 2014 年 1 月 1 日或以後

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該等修訂本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 號之綜合入

賬規定提供一個例外情況，並規定投資實體按公平值計量特定附屬公司並

於損益列賬，而非將該等附屬公司綜合入賬。 該等修訂本亦載列有關投資

實體之披露規定。 由於本集團並無投資實體，故提早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 10 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2 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27 號之修訂本對

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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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 （續） 
 

b) 提早採納修訂本準則及新詮釋，並容許提早採納（續） 
 

 香港會計準則第 32 號（修訂本）「金融工具：呈列－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

負債」（於 2014 年 1 月 1 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該等修訂本澄

清在財務狀況表中抵銷金融工具的規定： 
(i) 「現時已具有法律強制性執行抵銷權利」之含義；及 
(ii) 若干總額結算系統或會被視為等同於淨額結算。 
由於本集團已遵從此項有關抵銷的規定，故提早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 32 號

（修訂本）對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 36 號「有關非金融資產之可收回金額披露」之修訂本（於

2014 年 1 月 1 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 36 號之修

訂本規定實體須披露具有大額商譽之各現金產生單位或並無明確可使用年

期之無形資產之可收回金額，而不論是否出現減值或有否撥回減值，並引

入有關公平值計量之額外披露要求。 由於本集團並無任何商譽或無形資

產，故提早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之修訂本對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修訂本）「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衍生工具更替

及對沖會計法之延續」（於 2014 年 1 月 1 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修訂本）規定，當更替衍生工具合約（已指定為對

沖工具者），以與符合特定條件的中央交易對手進行結算之情況下，免除已

終止經營業務對沖會計處理。 由於本集團並無與中央交易對手訂立任何合

約，故提早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修訂本）對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影

響。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21 號「徵稅」（於 2014 年 1 月 1
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該詮釋釐清對繳納徵稅之實體之徵稅於

財務報表之入賬方式。 提早採納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21 號對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c) 以下新訂及修訂本準則已頒佈，惟於 2013 年 4 月 1 日開始之財政年度尚未生

效及未獲提早採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金融工具」（於 2015 年 1 月 1 日或以後開始之

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修訂本）「強制性生

效日期及過渡性披露」（於 2015 年 1 月 1 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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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估計 
 
編製中期財務資料要求管理層對影響會計政策應用、資產及負債、收入及支出報

告金額作出判斷、估計和假設。 實際結果可能與此類估計存在差異。 
 
編製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時，管理層在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的過程中作出之關

鍵判斷及估計性之關鍵來源與截至 2013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所應

用的相同，惟釐定客戶忠誠度計劃之遞延收益時所需的估計變更除外。 
 
於 2013 年 9 月 30 日，客戶忠誠度計劃之遞延收益達致 36,607,000 港元（2012 年﹕

12,494,000 港元）。 於各期間確認之遞延收益金額隨若干因素波動，包括估計禮品

兌現程度及相關禮品之公平值。 
   
實際收益下跌幅度及水平或與該等估計存在差異。 本集團每隔十二個月就該等估

計進行檢討，以便根據過往期間實際所得價值調整往後期間之估計。 
 

4. 分部資料 
 

本集團執行董事審閱本集團之內部報告以評估表現及分配資源。 執行董事主要從地

區角度審視業務，並根據分部業績評估地區分部之表現。 已識別之可報告業務分部

為香港及澳門、中國大陸及所有其他分部。 所有其他分部指來自新加坡、馬來西亞、

台灣地區及電子商貿市場之分部業績。 
 
本集團主要業務為從事化粧品零售及批發。 營業額指向客戶提供貨品之發票銷售

價值。 
 
分部資產主要包括物業、機器及設備、存貨、應收賬款及經營現金，惟不包括若

干集團資產及稅項。 資本開支包括添置物業、機器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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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 （續） 
 

 截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止 6 個月 
 香港及澳門 中國大陸 所有其他分部 總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外部客戶營業額 3,128,169 167,186 603,770 3,899,125 
     
業績     
分部業績 374,820 (27,155) 9,715 357,380 
     
其他資料     
資本性開支 66,655 8,220 14,024 88,899 
     
財務收入 3,948 178 1,414 5,540 
     
所得稅開支 65,740 - 6,662 72,402 
     
折舊  52,573 17,912 18,648 89,133 
     

 
 截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止 6 個月 
 香港及澳門 中國大陸 所有其他分部 總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外部客戶營業額 2,630,291 168,275 578,899 3,377,465 
     
業績     
分部業績 283,023 (19,826) 18,867 282,064 
     
其他資料     
資本性開支 85,100 14,112 30,051 129,263 
     
財務收入 2,316 7 1,293 3,616 
     
所得稅開支 58,524 - 7,644 66,168 
     
折舊  47,704 17,213 17,090 8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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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 （續） 
 

    
 香港及澳門 中國大陸 所有其他分部 總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 2013 年 9 月 30 日    
非流動資產 390,869 54,095 95,864 540,828 
流動資產 1,732,054 218,476 448,830 2,399,360 
遞延稅項資產   11,432 
未分配集團資產   5,552 
    
   2,957,172 
    
於 2013 年 3 月 31 日    
非流動資產 386,532 65,115 100,727 552,374 
流動資產 1,602,207 227,496 404,379 2,234,082 
遞延稅項資產   5,233 
未分配集團資產   5,552 
    
   2,797,241 

 
5. 其他收入 
 
  截至 9 月 30 日止 6 個月 
    
  2013 2012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幻燈片陳列租金收入  31,215 27,846 
 分租收入 13,954 - 
    
  45,169 27,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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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按性質分類之開支 
 
  截至 9 月 30 日止 6 個月 
    
  2013 2012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出售存貨成本 2,045,197 1,814,683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556,034 473,804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賃租金   
 － 低租賃付款 423,634 338,475 
 －或然租金 28,926 25,876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89,133 82,007 
 廣告及推廣開支 69,833 55,256 
 樓宇管理費、地租及差餉 38,785 39,156 
 公用設施及電訊 33,764 30,547 
 滯銷存貨及損耗存貨撥備 23,187 19,168 
 分租費用 21,593 - 
 維修及保養 16,046 17,143 
 捐款 2,221 2,100 
 物業、機器及設備撇賬 1,777 1,919 
 核數師酬金   
 －核數服務 1,752 1,655 
 －非核數服務 432 389 
 其他 171,748 161,853 
    
  3,524,062 3,064,031 
    
 組成如下：   
 銷售成本  2,068,384 1,833,851 
 銷售及分銷成本 1,288,060 1,096,438 
 行政費用 167,618 133,742 
    
  3,524,062 3,064,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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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乃按照本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以稅率 16.5%（2012 年：16.5%）提撥準備。

海外溢利稅款則按本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以本集團經營業務國家之現行稅率計算。 
 

在簡明綜合中期收益表內扣除之所得稅款額如下： 
 
  截至 9 月 30 日止 6 個月 
    
  2013 2012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香港利得稅 - 本期 65,489 54,437 
    
 海外稅項 - 本期 14,189 12,147 
    
 暫時差異之產生及撥回相關遞延稅項 (7,276) (416) 
    
  72,402 66,168 
 
8.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本集團期內溢利 357,380,000 港元（2012 年：

282,064,000 港元）計算。 
 

(b)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期內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 2,829,046,951 股（2012
年：2,817,779,174 股）計算。 

 
(c) 每股攤薄盈利假設所有可攤薄之潛在股份獲兌換後，根據發行在外股份之加權

平均數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本期內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

2,829,046,951 股（2012 年：2,817,779,174 股），另加被視作已發行股份之加權

平均數 17,225,524 股（2012 年：12,886,050 股）計算。 至於購股權，則根據

未行使購股權所附認購權之貨幣價值，釐定按公平值（釐定為本公司股份之平

均年度市價）可購入之股份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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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息 
 
  截至 9 月 30 日止 6 個月 
    
  2013 2012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擬派及宣派中期股息－每股 4.5 港仙（2012 年﹕

2.5 港仙） 127,647 70,620 
 擬派及宣派特別股息－每股 4.5 港仙（2012 年﹕

4.5 港仙） 127,647 127,115 
    
  255,294 197,735 
    

於 2013 年 11 月 18 日舉行之會議上，董事建議及宣派中期股息每股 4.5 港仙及特別

股息每股 4.5 港仙。 此等擬派及宣派股息並無於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中列作應

付股息，惟將於截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在股東權益中確認。 
 
10. 應收賬款 
 

本集團營業額主要為現金及信用卡銷售。 若干批發客戶獲給予 7 至 90 天信貸期。

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2013 年 2013 年

  9 月 30 日 3 月 31 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1 個月內 53,630 83,242
 1 至 3 個月 6,849 9,214
 超過 3 個月 620 512
   
  61,099 92,968

 
應收賬款之公平值與其賬面值相若。 

 
11. 應付賬款 
 

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2013 年 2013 年

  9 月 30 日 3 月 31 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1 個月內 302,990 261,673
 1 至 3 個月 117,639 118,078
 超過 3 個月 23,471 31,480
   
  444,100 411,231

 
應付賬款之公平值與其賬面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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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中期業績 
 
截至2013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本期內」），集團綜合營業額為38億9,910萬港元，較截至

2012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去年同期」）的33億7,750萬港元增加15.4%。集團的業績繼續

受惠於我們香港及澳門核心市場的持續穩健表現。港澳兩地的零售銷售額由25億6,410萬
港元上升19.9%至30億7,380萬港元。集團毛利率由45.7%上升至47.0%。 
 
集團於本期內溢利為3億5,740萬港元，較去年同期的2億8,210萬港元增加26.7%。每股基

本盈利為12.6港仙，去年同期則為10.0港仙。董事會經議決宣派中期股息每股4.5港仙（2012
年：2.5港仙）及特別股息每股4.5港仙（2012年：4.5港仙）。集團零售網絡店舖數目由260
間增加至271間，淨增加11間，而集團首間生活概念店Sa Sa Supreme於2013年8月開業。 
 
本期內亮點是莎莎連續第三年獲選為恒生可持續發展企業指數成份股。 
 
市場概覽 
 
於2013年上半年，外圍先進經濟體系市況整體仍然疲弱。歐元區經濟繼續疲弱，而美國

經濟復甦步伐則受到財政懸崖所拖累。然而，香港化粧品市場繼續受惠於本地強韌的零

售需求，以及訪港旅遊業的蓬勃發展。於2013年首九個月，香港零售銷售及訪港大陸旅

客人次分別按年增加12.5%及18.9%。即日往返旅客增長率由去年同期的37.2%放緩至今年

的21.0%，部份原因可能是限制水貨客攜帶奶粉出境的措施所致。然而，過夜旅客人次增

長加快，由去年同期的10.9%上升至今年的16.1%。 
 
於 2013 年 7 月至 9 月，中國的零售銷售與國內生產總值均略為反彈，前者按年增長逾

13%，而後者按年增長 7.8%，顯示中國經濟正朝著穩定增長方向邁進，符合中央政府預

期的範圍以及其所推行的可持續增長政策。馬來西亞方面，儘管外圍經濟刺激疲軟，穩

健的需求繼續支持當地的經濟增長，而化粧品行業相對較為蓬勃，零售銷售於 2013 年 4
月至 6 月期間增加 8%。於 2013 年 4 月至 6 月，新加坡的國內生產總值及化粧品行業的

銷售分別輕微增加 3.8%及 3.7%。於 2013 年上半年，台灣地區的藥品、醫療用品及化粧

品的零售銷售僅微升 0.6%，反映本期內台灣地區的經濟持續疲弱。  
 
業務回顧 
 
零售及批發業務 
 
香港及澳門 
在化粧品行業具抗禦特質的基礎上，集團本期內在香港的零售銷售增長優於整體零售市

場及同業。港澳地區的營業額增加18.9%至31億2,820萬港元。港澳地區的零售銷售仍然

維持穩健的增長動力，本期內同店銷售及同店交易宗數分別上升13.0%及5.7%。每宗交易

的平均銷售總額增加7.2%，而本地顧客的平均消費額增加1.5%。除稅後溢利由2億8,300
萬港元上升至3億7,480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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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銷售表現由數項因素帶動，中國大陸訪港旅客的人次增長18.9%，其中即日往返旅客仍

然是主要增長動力。中國大陸過夜旅客較去年有所增加，其中來自國內二、三線城市的

旅客佔整體旅客的比率正在上升。這些國內城市的訪港旅客雖日益增加，惟其消費力明

顯較國內一線城市居民為低。 
 
由於滲透至香港非遊客區的策略奏效，集團藉此繼續把握本地顧客及中國大陸旅客在非

遊客區的消費需求而從中受惠，尤其是新界地區。而開發品牌、市場推廣策略和措施均

推展得宜，使獨家品牌產品的銷售額增加26.3%。 
 
由於獨家品牌產品的佔比提升，毛利率增加1.6個百分點，足以抵銷經營成本上升的壓力。

儘管2013年租務市場稍為降温，惟集團為店舖續租時仍被大幅加租。數間位於遊客區店

舖於2013年上半年續租的租金仍然遠高於三年前之水平。面對零售業人手嚴重短缺，為

挽留表現優秀和經驗豐富的員工，集團加強表現獎勵計劃，導致前線及後勤員工成本有

所上升。 
 
集團在考慮市場需求及成本的因素後，繼續有策略和審慎地擴展店舖網絡，務求提升遊

客區及非遊客區的市場佔有率及把握市場潛力。此外，集團在香港開設全亞洲第一間帶

有生活概念之化粧品零售店Sa Sa Supreme引入多個國際知名品牌以及趨時的年輕品牌，

合力打造香港首個美容熱點。Sa Sa Supreme滙聚多個美容中心、專業髮廊、美甲服務，

以及一家富生活品味的時尚精品咖啡店，為顧客創造品質一流、全方位服務的專屬空間，

大大提升購物體驗。 
 
集團的「莎莎」店舖於本期內淨增加六間。於2013年9月30日，集團共有103間「莎莎」

店舖（其中七間位於澳門），另有一間「瑞士葆麗美」Suisse Programme專門店及兩間「科

麗妍」La Colline專門店。 
 
中國大陸 
集團於中國大陸業務的整體營業額按當地貨幣計算下跌3.3%至1億6,720萬港元，而本期

內同店銷售增長按當地貨幣計算下跌6.9%。本期內虧損為2,720萬港元。 
 
銷售表現有所轉弱，主要因為我們在策略上更為專注於獨家品牌的產品。此策略於香港

市場卓見成效，中國大陸在執行上受制於相對缺乏經驗之新聘員工、較弱之執行能力以

及管理層變動，導致銷售有所損失。 
 
集團於2013年上半年謹慎地微調策略，並在部份新開業店舖採用成本較低，但更具效率

的精品概念店營運模式，此舉將有助提升店舖層面的盈利能力，以及店舖擴展能力，以

鞏固集團在中國大陸市場的地位。我們在廣州開設代表辦事處，以支援培訓及市場推廣

的工作，並且為專有品牌產品於中國大陸市場的銷售提供更佳的支援及監督，銳意提升

華南及華中地區業務的營運效率。 
 
於2013年9月30日，集團已成功進軍中國大陸28個城市，足跡遍佈17個省份，設有58間「莎

莎」店舖及六個「瑞士葆麗美」Suisse Programme專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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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本期內，集團新加坡業務的營業額為1億2,440萬港元，按當地貨幣計算較去年同期輕微減

少0.5%。同店銷售增長按當地貨幣計算減少1.8%。 
 
新加坡零售銷售及同店銷售增長下降主要由於各職級員工短缺。而因為當局收緊外勞限

額，前線人手亦受波及，影響店舖生產力。另外，因為缺乏檔期之原故，商場攤舖銷售

較去年同期有所減少。於2013年9月30日，新加坡有21間「莎莎」店舖。 
 
馬來西亞  
集團馬來西亞業務的營業額為1億6,290萬港元，按當地貨幣計算較去年同期增長14.4%。

同店銷售按當地貨幣計算增長6.2%。 
 
由於集團穩固的零售網絡，加上有效的市場推廣活動，集團在馬來西亞的零售銷售增長

優於同業，甚至超越整體零售市場的表現。於2013年9月30日，馬來西亞有52間「莎莎」

店舖。 
 
台灣地區 
本期內，集團在台灣地區業務的營業額增加至1億3,090萬港元，按當地貨幣計算的增長率

為6.2%，而同店銷售按當地貨幣計算增長0.4%。 
 
儘管當地消費意欲疲弱，我們往年仍擴展網絡，特別是於遊客區內，充份把握來自中國

大陸旅客的增長潛力。雖然目前大陸旅客的業務佔比仍然偏低，惟包括其他地方旅客的

整體旅客佔比亦較去年同期穩步上升。我們同時優化產品組合，加入更多價格優惠的產

品，以帶動人流，也透過交叉銷售推動銷售增長。我們於本期內新增一間店舖。於2013
年9月30日，在台灣地區有28間「莎莎」店舖。 
 
電子商貿 — sasa.com 
sasa.com的營業額為1億8,560萬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1.3%。銷售增長放緩的主要原因，

是澳洲市場有更多財力雄厚的經營者加入競爭，此等經營者不急於賺取利潤，反以爭取

顧客為重，導致競爭加劇及價格受壓。澳洲各大百貨公司為與國際價格接軌而割價，導

致海外網購吸引力下降，而澳元大幅貶值也讓海外網購經營更為困難。 
 
為應對激烈的競爭，集團致力透過電郵、搜尋引擎及聯屬公司以推廣我們的品牌及電子

商貿平台。sasa.com在電子商貿行業繼續獲得廣泛認同，於本期內獲得Google香港合作夥

伴獎項2013的「年度合作夥伴獎」，並榮獲Google 佳海外品牌傳播獎項2013的「搜尋引

擎營銷獎」。 
 
品牌管理 
 
集團獨家品牌產品的銷售額穩步上升22.9%，而這些品牌在集團整體零售銷售所佔的比例

上升至44.2%。集團的策略是增撥資源，銷售及推廣 具增長潛力的獨家品牌以及我們的

皇牌產品，此舉有效帶動專有品牌及獨家分銷品牌產品的銷售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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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緊貼市場趨勢，推出時尚新穎的產品，迎合不同顧客群的需要，這些新產品繼續為

集團帶來可觀回報，例如剛引入南韓頂級美容品牌之一「Banila Co.」作為我們的獨家代

理品牌。我們不斷加入多種迎合年輕人及普羅大眾品味的產品選擇，亦有助推動獨家品

牌增長。我們將堅持採取產品種類多元化的策略，並贏取不同顧客群的青睞，如年輕顧

客及喜歡居家自助美容的顧客群。本期內我們為「瑞士葆麗美」Suisse Programme委聘新

代言人，以配合一連串產品推廣活動。 
 
展望 
 
鑑於全球經濟前景不明朗，加上消費意欲較為疲弱，來年無疑將會充滿挑戰，猶幸仍有

幾項正面因素存在。雖然內地訪港旅客增長放緩，其消費力也減弱，惟面對中港兩地持

續融合、內地旅客對化粧品需求穩健的勢頭，集團預期將能繼續維持增長動力，使我們

的化粧品業務得以抵禦經濟狀況不斷轉變帶來的衝擊。此外，我們的銷售點覆蓋率在住

宅區日益提升，輔以我們專業的服務，使我們可為本地消費者提供適切的產品選擇。 
 
集團在港澳兩地以外其他地區的業務表現相對參差。集團在馬來西亞市場業績表現相對

穩健，我們將繼續致力於其他市場爭取同樣的佳績，並即時採取措施，加強當地的管理，

為集團締造理想回報。香港繼續承受租金高企的成本壓力，惟租金已較高峰期回落。人

手短缺仍困擾亞洲區內市場，對成本及生產力均構成影響。 
 
集團的產品選擇具有獨特的定位，為顧客提供大眾化以至高檔的全方位美容產品。集團

將憑藉此定位，以針對不同市場板塊的精選產品系列以及具吸引力的優惠來吸引消費

者。藉此策略，我們將能夠在不同經濟環境下穩定經營，讓顧客能夠隨著購買力選購價

價位高或低的產品。 
 
展望將來，集團有意進一步加強專有品牌、針對市場上的產品空缺、識別消費者對新產

品的偏好及產品功效精益求精的需求，並提供合適產品以迎合其需求。此外，我們將會

提高獨家品牌的覆蓋面，藉以進一步加強專有品牌的銷售比例，令集團毛利率上升，並

抵銷成本上漲的壓力。我們亦會利用更有效的線上及線下的合作機會，打造專有品牌，

提高品牌的知名度和認知水平，加強銷售的增長動力。我們正研發一套系統，改善專有

品牌產品訂貨的準確性及可靠性，通過此系統的研發，將減少對人手的依賴，並提高規

模擴張能力。 
 
為了鞏固集團在亞洲區內化粧品零售集團的領導地位，我們將繼續因應市場狀況，審慎

拓展地區網絡，並透過與美粧品牌更緊密地合作，強化我們的零售品牌及產品組合。 
 
集團矢志緊守和加強作為良好企業公民的角色。我們將致力進一步制訂合適的策略，並

將可持續發展的策略加以落實，包括在企業營運各個環節注入環保元素等，這從集團獲

納入恒生可持續發展企業基準指數成份股，足為明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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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及澳門 
自2003年實施個人遊計劃以來，內地訪港旅客數目不斷上升，是集團在香港市場成功的

關鍵。然而，隨着內地出境旅客現今有更多旅遊目的地可供選擇，愈來愈多旅客選擇前

往其他國家旅遊。面對內地較為富裕的一線城市居民轉往長線地區旅遊，訪港旅客由內

地二、三線城市居民填補，以致內地訪港旅客的組合正逐步起變化。來自深圳的即日往

返旅客持續訪港，惟由於實施限制水貨客一簽多行的措施，短期內抑制了深圳旅客數目

增長的幅度，導致期內內地旅客的人均消費增長放緩。從較樂觀一面看，香港租金升幅

經已放緩，我們有機會在遊客區及非遊客區穩步擴展業務。 
 
香港正在進行的多項大型基建項目將顯著加強香港與快速增長之珠三角及其以外地區之

連繫。該等工程項目竣工後，將為大幅增加的訪港購物內地旅客提供更多便捷。隨著廣

深港高速鐵路落成，廣東省1.05億居民前往香港的車程只需一小時，而廣西、福建及湖南

省1.45億居民來港亦只需四小時車程。來自中國華南地區旅客即日往返的交通更為方便，

應可為本港零售銷售業務的長遠發展注入動力。 
 
中國大陸 
隨著集團致力拓展中國大陸的據點，集團將繼續在這個充滿挑戰和高速增長的化粧品市

場發展業務。我們將強化管理架構及培訓計劃，以提升部門效率及工作協調，並改善成

本管理。我們亦將發展自動化系統和加強部門之間的配合，以強化營運效能和提升規模

擴展能力。 
 
集團銳意提升產品選擇，透過加強與當地供應商、主要的全球及地區性美容集團的緊密

關係，以爭取更多國際知名美容品牌，及加入更多獨家及專有品牌，打造更多元化的品

牌組合。集團將與供應商更緊密合作，憑藉彼等的產品、市場支援及促銷推廣而獲益。 
 
集團在香港的專有品牌團隊在此重要市場將為我們提供更佳支援。為加強專有品牌的品

牌形象，我們將繼續投放資源推行新措施，例如為「瑞士葆麗美」Suisse Programme委任

新的代言人、籌辦更多公關活動及運用社交媒體進行市場推廣。為進一步提升品牌形象

和增加我們的品牌曝光率，我們亦正在與著名大型百貨公司合作，開設單一品牌專櫃以

及提供美容療程。我們將繼續與知名網上購物平台合作，以建立專有品牌並增加銷售渠

道。 
 
集團將會進一步提升產品組合，包括加強某些產品類別，令我們的產品組合更為全面，

及使客戶基礎更加廣闊。我們相信，店內更佳的陳設能充分展現店內產品的品牌特色，

及全面發揮我們市場推廣及促銷推廣效用，集團的表現將會顯著改善。 
 
我們相信，我們投資於業務流程更新、全面的匯報報表及系統自動化，將使集團提升營

運效益和執行能力，以減低員工流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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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已在部份新店採用更低成本及更有效率的小店模式，以提升成本效益和盈利能力，

並加速店舖擴張的步伐。我們將更為注重店鋪位置及租約條款，以確保店舖有更佳表現，

並減輕續租時構成的成本壓力。我們已為前線員工修訂表現獎勵制度，為其提供更優厚

報酬，並更理想地管理及獎勵其表現。為進一步減輕上海辦公室的負擔，並縮減交通時

間和費用，我們將利用香港的管理資源，加強華中和華南的店鋪的管理。 
 
其他市場：新加坡、馬來西亞及台灣地區 
在新加坡，集團將繼續擴大當地店舖的面積，並為店舖注入嶄新的生活概念，從而加強

規模擴展能力及增加盈利潛力。面對人手短缺的問題，我們將透過招聘會提高集團作為

僱主的知名度，吸引求職者的注意，亦將重新部署工作範疇，以吸引當地人材加入成為

短工時及兼職員工。我們亦將會採納經專門制訂的僱員計劃以挽留員工。 
 
為應付人手短缺的情況，我們將會為經驗較淺的前線員工提升裝備，在店面購置手提平

板電腦，為顧客提供產品資訊以及推介產品。建立品牌知名度仍是集團的首要任務。為

了帶動銷售及提升品牌知名度，我們將投放資源推展嶄新的活動計劃，例如「瑞士葆麗

美」Suisse Programme的品牌推廣活動，並邀請品牌代言人出席。集團開創先河，近期舉

辦的香水推廣節得到各大香水品牌、供應商、媒體及商場管理公司的大力支持，我們亦

將以此為基石繼續籌辦有關活動。 
 
新推出的尊貴會員積分奬賞計劃（「顧客忠誠計劃」），將有助我們拓大消費者的數據庫，

與其他公司通力合作以爭取曝光率，以及擴大顧客群。我們將在市面上推出新產品和進

行促銷，以吸引顧客光臨店舖，並採用 新的目標管理持續系統（「TMSS」），有系統地

提高生產力及店舖與零售員工之管理。 
 
在馬來西亞，集團將繼續鞏固當地團隊的實力，務求在整體表現繼續取得顯著改進，並

將物色人流集中的地點開設新店和擴展至新地區。我們將會加強員工的專業培訓，並引

進具龐大潛力的新品牌及產品，藉此優化我們的產品組合。 
 
在台灣地區，集團將繼續致力擴展店舖網絡，藉以提高市場佔有率，增加未來增長潛力。

我們的管理見習生計劃和前線員工提升計劃已順利展開。這些計劃參考了香港莎莎同類

計劃的模式，經調整後套用於當地市場。我們預期來年當地店舖的營運效益及員工忠誠

度將逐步改善。此外，我們一直於旅遊點開設新店，以把握中國內地旅客入境旅遊的優

勢，並將繼續優化我們的店舖網絡。 
 
發展網上平台方面，集團 新的重點策略是要加強與店舖的配合，並發揮網上推廣能力，

以便突顯線上和線下店舖各具吸引力的產品組合。我們將給予顧客更多付款選擇，並輔

助各個市場的顧客以當地貨幣付款。同時，我們將拓大產品組合，以在吸引現有顧客並

招徠新顧客，並通過顧客忠誠計劃進一步維繫與顧客之間的關係。我們將開拓與頂尖網

上購物網站的合作機會，增加我們專有品牌的曝光渠道，並善用其他媒體提升專有品牌

的形象。此外，我們將持續增加在社交媒體的曝光率，並將社交媒體進一步融入市場推

廣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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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不論任何經濟環境，莎莎一直均能保持驕人業績。我們往後將繼續以加強競爭優勢，建

立可持續發展和規模擴展能力為目標。儘管中國內地及其他市場的增長正在放緩，但我

們深信，憑藉我們行之有效的營商策略和執行能力、對不懈進步的承諾、前瞻性規劃，

以及我們一貫的靈活性，定能令莎莎於下一個財政年度及未來持續增長。 
 
人力資源 
 
於2013年9月30日，集團共聘有逾5,000名員工。本期內的員工成本為5億5,600萬港元。為

確保莎莎能夠吸引及保留表現優秀的員工，集團定期檢討員工薪酬及福利，並向所有合

資格員工授予表現花紅及購股權。集團在向全體員工發放全年花紅、以及向主管級及管

理人員授予購股權時，均會考慮有關人員的表現。集團極之重視員工培訓和發展，務求

發揮員工的潛能。除設立大學畢業生見習計劃外，本期內集團更推行各種員工發展計劃，

包括舉辦內部培訓課程及提供外間培訓課程，並為合資格員工在相關範疇持續進修而提

供資助。 
 
財務概況 
 
資本及流動資金 
 
於2013年9月30日，本集團權益持有人權益總額為19億4,950萬港元，其中包括16億6,630
萬港元之儲備金。本集團繼續維持穩健財務狀況，現金及銀行結存累積達5億9,710萬港

元，本集團營運資金為14億3,600萬港元。基於本集團有穩定的經營業務現金流入，加上

現時手持之現金及銀行結存及可用之銀行信貸，本集團掌握充裕財務資源以應付來年預

算發展計劃的營運資本。 
 
於期內，本集團大部分現金及銀行結存均為港元、人民幣、馬來西亞馬幣、新加坡元、

台幣、歐元及美元，並以一年內到期之存款存放於信譽良好的金融機構。此與本集團維

持其資金之流動性之庫務政策相符，並將繼續對本集團帶來穩定收益。 
 
財務狀況 
 
於派發末期及特別股息後，2013年9月30日之運用資金總額（等同權益總額）為19億4,950
萬港元，較2013年3月31日之19億7,550萬港元運用資金總額下降1.3%。 
 
本集團於2013年9月30日及2013年3月31日之槓桿比率均為零。槓桿比率為總負債減去現

金及銀行結存後與總資產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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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務政策 
 
本集團之理財政策是不參與高風險之投資或投機性衍生工具。期內，本集團於財務風險

管理方面繼續維持審慎態度，並無銀行借貸。本集團大部分資產、收款及付款均以港元、

美元、歐元或人民幣計值。根據已下了的採購訂單，本集團與信譽良好的金融機構簽下

遠期外匯合約，藉此對沖非港元/美元進行之採購。本集團會定期檢討對沖政策。 
 
本集團資產之抵押 
 
於2013年9月30日，本集團並無資產於財務機構作抵押。 
  
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2013年9月30日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資本承擔 
 
於 2013 年 9 月 30 日，本集團於購買物業、機器及設備有資本承擔合共 2 億 3,060 萬港元。 
 
 
中期股息及特別股息 
 
董事會議決宣佈派發截至2013年9月30日止6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4.5港仙（2012年：2.5港
仙）及特別股息每股4.5港仙（2012年：4.5港仙）給予於2013年12月10日（星期二）名列

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中期股息及特別股息將於2013年12月19日（星期四）當日或該日前後派發。 
 
購回、出售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2013年9月30日止6個月期內概無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

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本集團致力達致 高的企業管治標準，反映我們重視內在美的信念。締造美麗人生是我

們在策略和營運各方面根深蒂固的一種文化。本集團相信，只有在強穩的企業管治文化

的監管下，我們的業務才能達致成功、可持續發展和 廣義的美。這種文化確保我們有

責任感、問責性和透明度。這種信念符合日益嚴格的監管環境和公眾日漸提高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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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是本集團平衡所有持份者利益並使其一致的基礎，來確定策略方向和執行方

法。企業管治使我們能夠在實現目標與風險之間取得平衡，同時亦包括履行並符合規則。

因此，只有把企業管治融入到企業文化和監控系統，方能有效實行。 
 
在主席的監督和指導下，董事會在建立明確的企業管治架構方面扮演領導和非常重要的

角色，確保該架構能得以全面應用並將其融入到集團上下，使其成為管理層和全體僱員

等所有集團成員的企業架構。 
 
有關本公司企業管治制度以及遵守守則條文及建議 佳常規的概要，請參閱本公司於

2013 年 7 月刊發的 2012/13 年報（「年報」）。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截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止 6 個月及直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已實施企業管治守則條文（「企

業管治守則」）的原則、在若干情況下遵守建議 佳常規、以及遵守所有守則條文，除下

述守則內 A.2.1 條文外。 
 
主席與行政總裁 
本公司偏離企業管治守則內A.2.1條文，在於郭少明博士現身兼本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兩

職。惟主席及行政總裁各自的職責已清楚載於董事會已批准的主席及行政總裁職權範圍

內，該等職權範圍可於本公司網站閱覽。按本集團目前的發展情形，董事會認為由同一

人身兼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兩職，有利執行本集團的商業策略和發揮其 高營運效益，

惟董事會會不時檢討此架構，並於適當時候，考慮將兩職分開。 
 
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政策，有關條款並不低於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標

準。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彼等均已確認彼等於整個報告期間已遵守本政策。 
 
本公司截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止 6 個月之中期報告，載有更多本公司之企業管治資料。

本公司將於 2013 年 12 月 4 日（星期三）當日或該日前後寄發中期報告予股東，並將在

適當時間分別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本公司之網站登載。 
 



 23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為確定符合資格收取中期股息及特別股息，本公司將於2013年12月9日（星期一）至2013
年12月10日（星期二）期間（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享有上述

宣派之中期股息及特別股息，所有有效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2013年12月6日（星

期五）下午4時30分前送交本公司之香港股份登記及過戶分處卓佳雅柏勤有限公司，地址

為香港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對本集團所有員工之勤奮工作及忠誠服務及所有顧客、供應商和股東

的不斷支持，深表謝意。 
 
 

承董事會命 
主席及行政總裁 

郭少明 
 

香港，2013 年 11 月 18 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董事為:- 
 
執行董事 
郭少明博士，銅紫荊星章，太平紳士 （主席及行政總裁） 
郭羅桂珍博士，銅紫荊星章 （副主席） 
陸楷先生 （首席財務總監） 
 
非執行董事 
利蘊珍小姐 
 
獨立非執行董事 
陳玉樹教授，PhD，銀紫荊星章，太平紳士 
梁國輝博士，PhD，銅紫荊星章，太平紳士 
譚惠珠小姐，大紫荊勳章，太平紳士 
紀文鳳小姐，銀紫荊星章，太平紳士 
陳偉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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