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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樂半年港新開36分店
中期少賺11.3%派息18仙 研再開10舖

大家樂中期業績概要
項目 金額 按年變幅

股東應佔溢利 2.06億元 跌11.3%

每股盈利 35.48仙 跌11.6%

毛利率 11.9% 跌1.4個百分點

收入 41.28億元 增6.2%

中期息 18仙 不變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婉玲

羅德承表示，上半年人工成本開支
上升影響盈利。集團提供有競爭

力的薪酬和福利，以及期內在本港增聘
約400人以配合業務發展，不過相信目
前人工成本升幅已受控制及漸趨平穩，
長遠而言人才投資將轉化為收入和溢利
增長的助力。首席財務官林洪進表示，
香港員工時薪由去年同期的40多元增
加至約50元，員工成本佔收入比例約
32%。

人工成本升幅趨穩
期內，集團毛利率由13.3%下降至
11.9%；收入增6.2%至41.28億元。香

港分類業績減少6%至3.54億元，主要
由於人力開支增加；中國內地分類業績
上升28%至7,640萬元，主要因為同店
銷售增長強勁以及利潤率改善。香港大
家樂同店銷售錄得3%增長；內地方
面，華南地區的溢利增幅顯著，同店銷
售增長為15%。
羅德承表示，有信心下半年整體同店

銷售有低單位數增長。現時大家樂快餐
平均單價30多元，上升約1元。他未有
正面回應會否加價，僅表示定價會顧及
消費者的承受能力，且定價克制。
期內，集團在香港及內地共擁有474

間分店。羅德承指，上半年集團在香港

新增36間分店，預料下半年再開10
間，正物色店舖位置。租金方面，集團
有40間至50間店舖需要續租，租金未
見回落，反而有所提升，續租租金升幅
達0.6%。另外，上半年內地新增兩間
分店，同樣計劃下半年再開 10間分
店，其中在深圳及廣州增設4間至5
間，因為廣東為內地餐飲業大省，集團
在廣東具一定知名度，且餐單口味相
近。

O2O外賣服務表現佳
他又提到，集團在內地成功推出線上

營銷線下外送（O2O）外賣服務，成績

理想，與美團及餓了麼合作，利用現有
分店資源提供外送服務，顯著推動同店
銷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大家樂（0341）昨公佈截至9月底止中期業績，錄得股東應佔溢利2.06億元，按年跌11.3%；每股盈

利35.48仙；派中期息18仙。首席執行官羅德承於業績會表示，目前經濟環境未有如想像中般帶動市況轉好，經營仍面對很多困難。不

過，上半年集團在香港仍新增36間分店，預料下半年再開10間，正物色店舖位置。

■羅德承（右）指，上半年人工成本開支上升影響盈利。旁
為林洪進。 香港文匯報記者吳婉玲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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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政府統計處昨公佈，2017
年10月轉口與港產品出口合計的商品整體
出口貨值為3,347億元，較去年同月上升
6.7%。其中10月轉口貨值為3,310億元，上
升6.7%；港產品出口貨值則上升至37億
元，升幅為3.2%。同時，10月商品進口貨
值為3,787億元，上升7.9%。10月錄得有形
貿易逆差440億元，相等於商品進口貨值的
11.6%。
綜合2017年首10個月計，商品整體出口
貨值較去年同期上升8.3%。其中轉口貨值
上升8.4%，港產品出口貨值則上升1.5%。
同時，商品進口貨值上升8.7%。首10個月
錄得有形貿易逆差3,817億元，相等於商品
進口貨值的10.8%。經季節調整的數字顯
示，截至2017年10月止的3個月與對上3
個月比較，商品整體出口貨值錄得1.4%的
升幅。其中轉口貨值上升1.3%，港產品出
口貨值上升 7.6%；商品進口貨值上升
2.8%。

受惠環球經濟改善
政府發言人表示，受惠於環球經濟改
善，10月的商品出口繼續錄得顯著按年增

長，幾乎所有主要市場均錄得不同程度的
升幅。展望未來，短期內環球經濟預期會
進一步穩健增長。利好的外圍環境會繼續
為出口表現帶來支持，儘管貿易往來自去
年底起開始復甦會令比較基數較高。政府
會繼續密切留意外圍發展，包括環球貨幣
環境愈見複雜、保護主義情緒可能升溫，
以及不同地區的地緣政治局勢緊張等。
按國家／地區分析，2017年10月輸往亞洲
的整體出口貨值上升8.0%。此地區內，輸
往大部分主要目的地的整體出口貨值錄得
升幅，尤其是印度（升36.5%）、泰國（升
23.4%）、菲律賓（升17.4%）、日本（升
14.9%）、台灣（升10.8%）、韓國（升
6.8%）和中國內地（升6.4%）。另一方
面，輸往馬來西亞的整體出口貨值則下跌
2.2%。除亞洲的目的地外，輸往其他地區
的部分主要目的地的整體出口貨值錄得升
幅，尤其是德國（升22.6%）、英國（升
6.1%）和美國（升0.2%）。
同期，來自大部分主要供應地的進口貨

值錄得升幅，尤其是馬來西亞（升
57.3%）、菲律賓（升32.0%）、韓國（升
20.8%）、台灣（升13.5%）和中國內地

（升6.9%）。同時，來自印度和日本的進
口貨值則錄得跌幅，分別下跌 15.1%和
4.1%。
2017年首10個月輸往大部分主要目的地

的整體出口貨值錄得升幅，尤其是印度
（升35.1%）、台灣（升26.9%）、荷蘭
（升15.8%）、越南（升10.5%）、日本
（升9.5%）和中國內地（升9.0%）。同
期，來自大部分主要供應地的進口貨值錄
得升幅，尤其是韓國（升30.9%）、菲律賓
（升30.5%）、馬來西亞（升18.8%）、印
度（升15.7%）、新加坡（升12.7%）和台
灣（升11.8%）。來自中國內地的進口貨值
亦上升6.1%。

匯豐推網上人壽癌症險

港10月出口貨值升6.7%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匯豐昨宣
佈推出人壽及癌症網上壽險計劃，僅供持
有香港身份證，且年齡介乎19歲至60歲人
士在網絡申請投保「匯安易人壽癌症
保」，投保額最高達250萬元。匯豐保險
（亞洲）行政總裁文德華於記者會上表
示，公司會加大網絡銷售壽險的比例，今
年網上業務已佔全部壽險業務的7%，明年
這一比例有望翻倍，未來還會繼續推出全
新的網絡保險產品。

擬增網絡銷售壽險比例
文德華續指，該保險計劃僅限網絡申

請，客戶約5分鐘即可順利申請到此產品。
尤其是申請期間除基本信息外，只要核實4
個問題，無須回答以往保險申請中冗雜的
問題。
他透露，網上投保會減少人工成本的支
出，這一部分的成本可以回歸客戶，減少
部分相應的保費。

分紅保險產品主管鄧進健表示，保額介
乎25萬元至250萬元，有效期可至投保人
80歲。若是一位30歲左右的客戶投保，每
日約花費10元左右即可，且保證前十年的
保費金額不會有變動。
不過他強調，目前該產品只適用於持香

港身份證、擁有匯豐銀行戶口或信用卡的
客戶。他解釋，由於操作簡單，這幾個必
須滿足的條件是保證投保人個人信息正確
的保障。

耀才半年賺2.15億增65%

香港文匯報訊 貿發局下月
6日至8日舉辦4項專為中小
企而設的活動。通過展覽和專
題論壇，匯聚多位環球專家，
從科技創新（人工智能、大數
據、機械人和VR等）、創業
途徑、知識產權管理及電子商
貿等多個方面，為中小企提供
一站式增值和解決方案。

提供電商等服務支援
貿發局署理總裁葉澤恩表

示，面對瞬息萬變的數碼時
代，中小企要脫穎而出，必須
採取嶄新的策略。下月舉辦的
兩項全新活動，包括「創智營
商博覽」及「亞洲電子商貿峰會」，將會
提供更多在科技創新、電子商貿、數碼營
銷及品牌推廣等範疇的知識及專業服務。
首屆「創智營商博覽」匯聚超過500個

來自43個國家和地區的參展商，展示最
新的商業創新方案、應用科技，以及營運
支援等一站式平台。其中「創新科技區」
展示各類協助企業轉型升級的科技，如擴
增實境、虛擬實境、應用人工智能及物聯

網等；「營商方案區」聚焦多元營商方
案，包括雲端服務及電子商貿系統，以至
物流、品牌推廣、市場營銷、業務諮詢、
金融和法律服務等。此外，「環球發明
區」薈萃中國內地、台灣、香港、歐洲和
亞洲等地的創新發明及科研成果。大會更
特別設立「初創」專區，讓本地及海外初
創公司向潛在合作夥伴介紹其創意營商理
念。

香港文匯報訊 阿里巴巴集團旗下培訓
平台「淘寶大學」下月16日將在香港舉辦
首場公開課活動，阿里巴巴及淘寶大學高
層將齊集，向香港業界分享新零售要訣。

辦逾10場講座對談
開課當天，阿里巴巴集團高級管理層

將率領眾多嘉賓，包括領先企業、香港公
營機構和零售業代表等於超級公開課活動
聚首，透過逾10場講座和分組對談，邀
請來自香港及東南亞的零售業界及青年共
同探討新零售發展。通過實際案例、新技
術應用，以及行業趨勢觀察等，一同揭開
雙11購物節背後的龐大數碼經濟運作模
式，共議新零售方案將為全球業界帶來的
變革力量。
阿里巴巴集團五新執行委員會委員兼

淘寶大學校長王帥表示，天貓雙11是當
今世界最大的購物狂歡節、線上博覽會，
以及最大的商業「超級工程」，更是最廣
泛的全球商業力量社會化大協同。期望在

香港的這次分享，除能揭示如何成就雙
11的奇跡數字外，更希望將這個狂歡節
中的商業哲學和價值觀，呈現給港澳台以
及東南亞的商業力量。
今次香港超級公開課活動，除王帥
外，還包括阿里巴巴集團副總裁兼天貓快
速消費品事業組負責人靖捷、集團副總裁
兼集團首席執行官助理彭靂琦，以及銀泰
商業行政總裁陳曉東。另有香港貿發局助
理總裁梁國浩、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鄭
偉雄，以及貝恩公司大中華區總裁韓微文
等嘉賓。

內地同步網上直播
講座的題材涵蓋新零售的力量、天貓

雙11的新零售演化、全域營銷及科技賦
能，以及供應鏈變革等多個範疇，希望結
合業界觀察及簡介，共同思考探索新零售
時代的發展機遇，提升競爭力及把握商
機。活動亦將同步面向內地網上直播，預
計將有逾30萬受眾觀看。

香港文匯報訊 工商銀行（1398）夥電
商企業京東子公司京東金融昨宣佈，聯手
推出內地首個場景融入式數碼銀行「工銀
小白」。雙方還將在線下主題網點共建，
以及無人貴金屬店等多個領域開展合作，
全面打通銀行線上線下的個性化服務。

提供存款證明送上門服務
雙方在全面合作產品發佈會上宣佈，

此次推出的「工銀小白」對銀行部分傳統
業務進行了革新。例如通過此產品，客戶
只需在線上申請存款證明等資信證明服
務，京東就可以將工行開具的存款證明配
送到家。另一產品「無人貴金屬店」則採
用多屏互動和體感交互等技術，讓客戶可
以在網點更直觀便捷獲取產品信息。
工商銀行副行長李雲澤表示，工行互

聯網金融戰略正向「智慧銀行」升級發
展，通過將金融服務能力輸出到生產生活

的各類場景，致力於為社會公眾提供更簡
單、更高效及更隨心的金融服務體驗。
他稱，工行將積極與優質外部機構開

展用戶共享、信息互通和能力協同等合
作，推進金融服務場景創新與拓展，並以
更加突出的網絡化、線上化和移動化為主
要合作方式，突出用戶及信息等優勢資源
的互補和共享，讓金融服務與用戶場景無
縫對接與嵌入。
京東金融CEO陳生強表示，京東金融

力圖用產品和金融科技能力為銀行創造數
碼化和全場景化的無界金融；無界是指服
務範圍上的無界，非突破監管框架。
6月京東集團董事局主席劉強東曾與

中國工商銀行董事長易會滿宣佈，雙方
將在金融科技、零售銀行、消費金融、
企業信貸、校園生態、資產管理，以及
個人聯名賬戶等領域展開全面深入的合
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本港零售
市道回暖，新地代理租務部高級經理許嘉雯
昨表示，沙田新城市廣場今年斥資約1,000

萬元作聖誕佈置及宣傳的費用，按年升
10%。今年商場將變身2萬方呎的時尚紅粉
夢樂園，並會透過社交媒體宣傳，估計聖誕

節的客流升8%，生意額會有
雙位數增長。
許嘉雯表示，今年整體零

售市場好轉，消費者由理性轉
向感性；首三季沙田新城市廣
場客流及生意額均有雙位數增
長，特別是彩妝美容。鐘錶珠
寶於今年第二季及第三季銷售
亦有雙位數增長。
她表示，該商場的本地消費

者佔70%，旅客佔30%。今年
7月中斥資600萬元結合手機
應用程式（App）推出 VIP

Club會員計劃以來，短短4個月已吸引了逾
3萬名顧客登記成為會員，消費額達1.5億
元；其後亦推出VIP Club的WeChat平台吸
引旅客會員。
現時該商場出租率達100%，今年首三季

的續租個案約60宗，當中40%為新租戶，
未來會增加更多體驗性質或售賣限量產品
的租戶，以及增加快閃店以迎合市場需
求。

戲院明年中開業
許嘉雯又指，新城市廣場三期翻新工程

於明年底完成，戲院於明年中開業，將提
供六個影院及一個VIP影院，合共不少於
1,600個座位，現正與營運商進行最後的商
討。

沙田商場聖誕變身紅粉夢樂園

香港文匯報訊 耀才證券（1428）昨公佈
自截至9月30日首6個月業績，稅後收益總
額約2.15億元，按年同比升約65%。半年
度收益大升，主要受大市成交顯著增加帶
動，帶動集團的證券經紀佣金收入及孖展
融資之利息收入大幅上升。主席葉茂林表
示，受惠北水及外來資金湧進，港股大升
浪已開始，恒指明年可升穿32,000點。

孖展利息收入飆八成
港股成交金額顯著上升直接帶動集團收

益，證券經紀佣金收入錄得1.42億元，按
年升43.6%，升幅明顯跑贏大市。同時，受
惠於新股市場氣氛熾熱，期間集團孖展融
資利息收入1.46億元，按年飆升達八成。
截至11月23日，客戶戶口總數已突破23.1

萬，客戶資產更進一步飆升至568億元。
葉茂林表示，港股已經昂然迎來全新大

升浪，上周三（11月22日）恒指已突破三
萬點，明年可望升穿32,000 點，打破自
2007年以來的十年高位。在北水及外來資
金湧進的推波助瀾下，港股的成交量及資
金規模均水漲船高，日均成交過千億料漸
成常態。

工行夥京東推數碼銀行

淘寶大學來港開課教新零售

貿發局4活動為中小企增值

■葉澤恩（中）介紹貿發局下月活動詳情。

■ 許 嘉 雯
（左）指，今
年整體零售
市場好轉。
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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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悅琴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