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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自由行」重創港零售業
「五一」小長假未見起色 連鎖錶舖生意跌三成

香港文匯報訊 (記
者 王海濤、施虹羽
澳門報道) 一連三日
的內地「五一」假期
曲終人散，相比過往
內地長假期均是澳門
零售商淘金的大好時
機，而今年的「五
一」假期整體銷售失
去以往光環，有商家
就表示，隨着自由行
的不斷開放，內地遊
客消費模式正在悄然
轉變，遊客消費偏向
日用品以及食肆，再
加上內地反腐政策的
影響，今年澳門「五
一」零售與往年相比
可謂是吹「冷風」。

高價珠寶金飾乏人問津
相比去年受惠金價下挫引發「搶金潮」，今年「五一」

假期的金飾零售「似乎無晒威力」，高價珠寶金飾更是
「乏人問津」，部分堆滿庫倉。一間位於中區旅客集中的
金飾店，經理表示，春節過後市道就十分淡靜，雖然每年
3、4月份都是淡季，但今年特別淡。同時他又表示，店內
看似擠滿人，但大多數只看不買，再加上內地的反腐政
策，送禮減少而削弱內地旅客的購買力。鐘錶零售情況同
樣不太樂觀，雖然期間生意僅較平時略好，但整體反應未
如理想。

食肆茶餐廳門庭冷落
而位於中區遊客大量集中的議事亭前地，有不少拖着自

備行李箱來「掃貨」的遊客，主要來購買日用品和手信。
一些手信店的負責人表示，「五一」小長假的生意較平日
增二至三成，人均消費約三百元。相比手信店的火爆，周
圍的一些食肆茶餐廳卻門庭冷落。在採訪中發現，有不少

遊客會因手信店有提供免費試吃，便可省去了一餐，再加上部分遊
客願意去嘗試一些街頭小食，這就令附近的食肆店感歎生意難做。

賭場貴賓廳生意跌40%
根據澳門最新統計數字，四月份博彩收入313.18億澳門元，按年
雖然增長10.6%，按月卻下跌11.6%。據位於新口岸某大型娛樂場的
貴賓廳廳主表示，受內地大力反腐的影響，今年澳門賭場的生意比
往年難做很多，許多大客都按兵不動，暫時不來澳門耍樂，貴賓廳
的生意比往年下滑最少三至四成。
他坦言，現在澳門經營貴賓廳業務多數依賴內地的「豪客」，現在

很多老顧客因內地政策收緊，暫時不來澳門娛樂，而有些賭客的欠賬
卻常常收不回來，資金鏈很容易破裂。前些時，澳門還發生了貴賓廳
的經營者捲鉅款而逃的事件，令到澳門博彩業產生巨大震盪。他擔憂，
未來澳門賭業的競爭壓力將越來越大，不排除很多廳主將投資目光放
在東南亞的其他國家，如韓國、馬來西亞、越南等國家。
就今年五一澳門博彩業的經營情況，他表示，中場的客人比平日

要增長一些，但這些都是旺丁不旺財，對貴賓廳以及整個澳門博彩
業的收入，則幫助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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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於網上留意到九龍表行於銅鑼灣怡和街分
行近日關店，有揣測指可能受到零售業放緩

影響，但據九表董事總經理黃錦成昨接受本報訪
問時指，關閉該店主要因與業主有問題需處理，
故該舖開業雖未足一年，十分不捨下仍需關舖，
會等商舖租金回落再積極於同區開舖。

九表：來港捱罵旅客卻步
但黃錦成亦慨歎因示威活動而生意難做，他指
自己非政客，不想評論反自由行示威活動，亦不
抗拒反對聲音，但行業及其生意確受影響，初步
統計「五一」期間全線門店的生意更大跌近三
成。他指，內地客旅遊都係為求開心，來港卻要
捱罵，難免令旅客卻步。
他亦憂慮示威會長期進行，「大家都捱咁貴既
租，你哋個個星期搞，大家點頂？」呼籲示威人
士理性行事。他又指，公司提供好多機會予年輕
人，希望兩地的深層次矛盾盡快解決，令港企可
持續發展。

六福：行業今年難看好
而自言示威「每次都在舖頭附近」的六福珠寶
（0590）主席兼行政總裁黃偉常昨接受本報訪問
時亦指，「五一」生意雖有起色，但主要因今年
二至四月表現太差，更明言不看好行業全年表
現。因除了示威，「金價、中國經濟放緩、內地
反貪雷厲風行及東莞掃黃打擊當地企業及經濟，
老闆們減少來港購物。而內地旅客來港又愈來愈
方便，不需集中於長假期訪港都有影響。」

部分舖租議價減幅40%
黃偉常又指，現時反自由行規模雖小，但每星
期及定必於其店舖附近進行，影響客人購物意
慾，對生意有一定影響。為了應對多項不利因
素，他透露，暫計劃若店舖加租就搬舖，位置差
者則考慮結業，否則「頂唔住」。但現時商舖租
金有回落勢頭，部分業主議價幅度增至30%至
40%，故多舖可揀，會按市況部署。
事實上，本港自2003年起每年5月份零售業銷

售總額一直有所增長，其中2011年5月份銷售總
額約331億元，按年升27.3%，為增長高峰期，
及後兩年增長率雖有所放緩，惟去年5月份零售
業銷售總額仍錄406億元，按年升12.8%。

內地打貪奢侈品重災
而受累於內地最近嚴厲打貪，部分內地人的購

買力及送禮風氣已大不如前。代表奢侈品銷情的
珠寶鐘錶業零售額，按年升幅自去年年中開始放
緩，2013年9月份銷售額錄得約754億元，按年
增幅只有5.6%。今年2月，奢侈品銷售額則錄得
約 960 億元，按年及按月分別下跌 0.49%及
17.6%，表現未如理想。
對於零售業放緩，一洗以往佳績，美聯旺舖董
事盧展豪認為，自去年底國務院將勞動節假期訂

於5月1日至3日，由過去的7天縮短至3天，直
接減少內地訪港旅客的逗留時間，在自由行政策
下，內地旅客平日不乏來港消費機會，加上近日
兩地矛盾升級，都令訪港內地旅客人次輕微下
調。而近年商戶營運成本增加，旅客量及購買力
卻未能追上，令零售業百上加斤，料今季零售業
銷情難有驚喜，預測5月份零售業銷售額將按年
升7.9%至438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上周五港

府公布的3月份零售銷售數據倒退1.3%至

396億元，與市場預期的增長背道而馳，

屬奢侈品的珠寶首飾類別更大跌8.9%，加

上「五一」三日的「小長假」，本港多個

旺區均有「反自由行」示威活動，零售業

界更是呻到「樹葉都落晒」，有零售商生

意跌近三成，大歎黃金周「甩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明曄）超人李
嘉誠今年頻頻亮相記者會，每次都有猛
料爆，即使係發新聞稿，表演一下煎人
造蛋，都可以讓記者交足功課。不過，
下周五（16日）的長和股東會，超人就
話由於月前已經3度見記者，加上業務方
面沒有大變化，所以今次的股東會將會
再度取消之後的記者會。為免惹來無謂
的揣測，和黃發言人強調，李嘉誠會出
席股東會，同時「李生身體好健康」。
每一次長和系開股東會或業績記者

會，最讓大家過癮的，就是主席李嘉誠
的精彩政經縱論，讓記者有足料落鑊及
市民大眾大飽眼福耳福。超人過往每年
會與傳媒見面3次，即兩次業績會及周年
股東大會，但去年5月的股東會及8月的
中期業績會罕有地不設記者會，打破了
長實歷年的慣例。

3月份已3會傳媒
長和即將於5月16日舉行的股東會，和

黃發言人回覆本報查詢時表示，今次股東
會李嘉誠不會見記者了。發言人指，今次
股東會不見記者的安排，主要是「李生在
3月份已經見了（記者）3次，同時，長和
的業務也沒有戲劇性的變化，話題及業務

在這麼短的時間，都冇乜新料」。但為免
惹來無謂的揣測，發言人強調，「李生本
身是會出席今次股東會的。」同時「李生
身體好健康」。
確實，不計內地媒體的專訪，李超人

今年來確實已經頻頻見記者。今年2月
28日長和發布業績，這是李嘉誠今年首
次正式和記者會面，他分享了很多從公
司、財富到香港前景等各方面的看法，
其中包括指《福布斯》估錯身家。不過
亦因為一句「身家估少四成」 ，超人在
之後的一日，即3月1日，又主動晨早
聯絡記者出來澄清，指估少四成是10多
年前的事，現時《福布斯》對其身家計
算正確，也破天荒地連續兩日會見傳
媒。

提早通知免揣測
相隔不到3星期，於3月21日，李嘉誠

宣布賣屈臣氏25%股權給淡馬錫，於是
又再開記招與傳媒見面。發言人指，這
樣計起上來，其實2、3月份，李嘉誠在
短短1個月內與已經開了3場記者會，似
乎見得太多了，而且業務跟早前亦沒有
特別變化，所以才會取消今次股東會之
後的記者會，大家亦不必想太多。

長和股東會李嘉誠不見記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明曄）港府上周五
公布的3月份零售銷售貨值按年跌1.3%，總
銷貨量更跌2.3%，大遜彭博調查預期6.7%的
增長，零售管理協會對零售銷售出現負增長
表示有「少少震驚」。中銀香港（2388）旗
下中銀信用卡（國際）指出，有多方面原因
影響着本港的消費力，全行業的信用卡簽賬
料只維持單位數字增幅，惟期望行業在暑假
黃金檔期有所反彈。

市場或維持單位數增幅
中銀信用卡（國際）總經理蘇誠信上周五

接受訪問時解釋，有多方面原因影響着香港
消費力，除了加薪幅度和通脹之外，消費的
真正動力來自於樓市和股票市場。「香港樓
市自從『辣招』推出之後，二手樓價一直下
跌，而且成交亦緩慢發展，很多人放不到
樓；另外在股票市場方面，表現一直上上落
落，沒有驚喜。沒有了回報，自然消費就減
少。」
他續表示，如果以上情況一直維持至年
底，加上香港自「沙士」之後經濟已經過了
一段時間的反彈，相信未來將有所放緩，所
有因素加起來，將使零售市場增長受壓。
中銀信用卡（國際）副總經理盧慧敏表

示，根據市場數據，今年2月出現了2.3%負
增長，就以上數據來看會為今年全年簽賬消
費增長帶來壓力。她預計，未來整個市場都
應該會維持單位數字增幅，但希望在暑假黃
金檔期可以有所反彈。

中銀卡首季簽賬增8%
至於中銀信用卡本身的情況，盧慧敏指，

今年第一季信用卡簽賬消費增長為8%，比去
年同期的6.7%增19.4%。對比行業的情況，
她指對第一季整體成績感到滿意。

截至第一季度，盧慧敏指，該行於本港的
發卡量達300萬張，比去年上升3.68%，當中
雙幣銀聯卡佔100萬張，按年增約7.34%，另
外首季收單和以往一樣，維持穩定增長。
在中銀在去年推出的「Quick pass」跨境流動

支付服務方面，她表示，初步數據符合預期，
用戶主要用於便利店和咖啡店等小額交易，平
均交易額為150元；用戶平均較為年輕，約為
35至40歲；男女比例為7︰3，主要以男士為主。
蘇誠信指，主要是由於男性對新科技較有興趣，
女士則認為比較麻煩和複雜。

將研究二維碼支付方案
蘇誠信續指，除以上業務之外，未來將研

究二維碼支付方案。「二維碼電子Coupon
(優惠券)，預計今年就可以做到，但二維碼的
支付則仍在研究。」他指，二維碼變化很
多，機會亦多。「人行之前叫停的原因是因
為未做好全面的保障措施，相信做好之後就
不會叫停。」他表示，把網上的方式帶到地
下，一定會有所限制，因為地下有不同規
矩，例如信用卡是一直用封閉式傳輸，但如
果用二維碼就需要變成用互聯網傳輸，所以
在安全等多個問題上都需有完善的研究。

■議事廳前地，不少拖着自備行
李箱來「掃貨」的遊客，主要來
購買日用品和手信。

■九龍表行初步統計，「五一」期間全線門店的
生意更大跌近三成。

■蘇誠信(左)稱，多方面原因影響，未來零售
市場增長料受壓。旁為盧慧敏。 蔡明曄 攝

中銀卡：股樓淡簽賬增長料放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陳楚倩）反自
由行示威不絕，加上上月一宗內地小孩在港街頭
便溺事件，引發兩地罵戰，不少內地人揚言暫不
來港，部分大型零售上市公司亦看淡本月零售市
道，美聯旺舖董事盧展豪昨認為，受累於內地嚴
厲打貪、「五一」假期縮短及內地旅客來港機會
增加，今年港一線街舖租金料下跌5至8%。

上月商舖註冊量按月升15%
面對零售市道持續疲弱，連帶商舖承租力減

退，美聯預期2014年一線街舖租金跌幅為5%
至8%不等，短線投資者宜時刻留意市況，抱
審慎態度入市。據美聯工商舖研究部綜合土地
註冊署資料顯示，截至4月29日，上月商舖總
註冊量錄得312宗，涉資約22.92億元，扣除荃
立方及又一新城拆售項目，4月份商舖註冊量
為152宗，按月升幅約15%。

國際物業顧問威格斯董事總經理何繼光則表
示，預計今年一線街舖租金將維持平穩，但
二、三線地區將因空置率上升而錄得5%至
10%下跌。雖然內地旅客訪港及消費數字均有
所放緩，但市場對核心商業區的零售面積需求
仍然強勁。可見於首季零售物業成交雖按季跌
25%，但價格按季僅跌0.7%。

中環尖沙咀租金首季升1.4%
主要街道的租金在第一季度個別發展，當中

銅鑼灣羅素街的大面積舖位仍然受到國際品牌
的支持，呎租企穩，按季下跌0.1% 。中環及
尖沙咀的租金均錄得1.4%升幅，相反旺角則下
跌約 1.9%。尖沙咀的租務成交平穩，今季金
行的擴張持續，而旺角的租務成交除了金行及
電器零售外，藥房、化妝品牌及小食店的租務
亦相當活躍。

地產界：一線街舖租金料挫8%

■六福珠寶稱，由於反自由行影響客人購物意
慾，對生意有一定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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