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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零售商拓展網上銷售渠道
零售商

屈臣氏

裕華國貨

莎莎

卓悅

UNIQLO

利亞零售

永安百貨

網上銷售策略
2012年至2020年間投資合共10億元推行數碼轉型，設
立數碼體驗及會員計劃，同時成立DataLab數據科學團
隊，分析來自集團全球1.3億名會員數據。

本地購物享免費送貨、以海外華僑為網購推廣對象。

設有官方購物網頁、購物應用程式App，加快數碼化及發
展資訊科技，利用大數據掌握顧客需求，以便制定更理想
的產品策略。

設有官方購物網頁、購物應用程式App，旗艦店進駐多個
電子商貿平台例如天貓全球、網易考拉等。

去年12月初推出港澳官方網絡旗艦店，下單後24小時內
可取，可選擇到指定門店自提商品。

該集團推行「線上到線下」顧客關係管理計劃，旗下OK
便利店推出「OK齊齊印」手機應用程式，截至去年底吸
納逾120萬名會員；又開設AI結賬系統試點分店。

推行為期3年的數碼轉型項目，去年中已踏入最後階段，去
年4月推出Wing On Rewards顧客獎賞計劃和手機App。

香港本地研發總開支佔GDP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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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O2O「大纜都扯唔埋」的老牌國產百貨公司裕華國
貨，近年大玩中國傳統文化，舉行康樂棋擂台爭霸

戰，又舉辦書法比賽，喚醒年輕一代對中國文化興趣之
餘，同時為老牌百貨公司注入新動力，塑造新形象重新打
入年輕人市場。現年32歲的第三代接班人、裕華國貨董
事總監余偉傑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裕華國貨近年
積極轉型、將品牌年輕化，同時開拓網上銷售，實行線
上、線下雙管齊下，以應對零售業未來不明朗因素。

網上商店助吸海外客源
對於本港零售業近年增長放緩甚至倒退的情況，身兼香
港零售管理協會委員會成員的余偉傑認為，今年經濟大環
境變化因素多，但他仍抱審慎樂觀態度，認為高鐵及港珠
澳大橋可為本港帶來更多遊客，帶動本港零售消費。
與此同時，余偉傑留意到近年內地遊客的消費模式已有
改變，「由以往多購買奢侈品、名貴藥材作送禮，轉變為
現在以自用為主，消費金額的確是較以往減少。」
為開拓更多銷售渠道，裕華國貨於2017年開設網上商
店，余偉傑解釋，「海外華僑以及對中國傳統文化有興趣
的外國人，對優質的國產貨有興趣和需求，例如藥材或工
藝品等，網上商店可以開拓海外客戶群生意。」余偉傑期
望實行線上、線下雙管齊下發展。
被問及網上商店競爭大，余偉傑表示，裕華國貨的網上
商店以內地優質食品、中成藥、藥材和保健產品為主，該
類產品在網上市場來說具有獨特性，而且本地客於網上購
物可享免費送貨，以提升競爭力。

永安先施新招搶年輕客
除裕華國貨積極轉型之外，本港其他老牌百貨也利用數
碼化轉型增加銷售渠道。歷史悠久的永安百貨，在本港已
經營超過110年，為了促進轉型及提升顧客購物體驗，正
進行一個為期3年的數碼轉型項目，現已踏入最後階段。
該公司去年4月推出Wing On Rewards手機App，實行
會員制，會員於永安百貨和永安網店消費，可以獲得電子
積分並可換取電子現金券，利用此方法作推廣和留客。
另一本港老牌百貨公司先施百貨，在港經營已有118年
歷史，為香港首家華資百貨公司，歷史與永安百貨不相伯
仲。先施百貨近年也塑造品牌年輕化，先施於2013年在
分店上有大動作，南豐集團收回南豐大廈4層總店之後，
先施搬到附近的上環李寶椿大廈地下營業。
該公司又租用旺角瓊華中心1至3樓，打造成Sincere
MK店。同時，先施又重新進駐銅鑼灣，租用波斯富街寶
榮大樓兩層樓面，並以新系列Sincere CWB新形象示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近
年網上購物大行其道，各傳統零售商
除開拓實體零售分店之外，也紛紛投
放資源開設網上購物渠道，搶攻網上
銷售市場。其中以屈臣氏集團最揼
本，早前公佈預期在2012年至2020
年間投資合共 10億元（港元，下
同），以推行數碼轉型。屈臣氏集團
董事總經理黎啟明曾表示，不是投資
10億元之後就停，會持續投資在數碼
化方面。

屈臣氏8年斥10億數碼化
屈臣氏集團首席營運總監倪文玲在

一次分享時亦指，自2011年開始感
受到科技對零售的衝擊，社交媒體和
移動科技改變了顧客如何在店內購物
及公司如何分享產品資料等，「從前
屈臣氏的唯一競爭對手是實體店，現
在所有人都是競爭對手。」
因此，該公司除了與時並進開設網

店外，更大打科技戰。集團2011年起
大舉投資電子商貿；2015年成立電子
商貿團隊eLab，發展電商及數碼營
銷；2017年進一步發展大數據，建立
數據分析及機器學習的新技術；2018
年又成立DataLab數據科學團隊，分
析來自集團全球1.3億名會員的數據。

莎莎卓悅進駐各電商平台
本港其他的零售商亦大力數碼化。

莎莎（0178）及卓悅（0653）這兩間
本港化妝品零售及批發集團，近年也
積極開拓網上銷售平台。
截至去年9月底中期業績，莎莎電
子商貿業務的營業額較去年同期增長
4.6%至1.85億元，當中來自天貓、網
易考拉、小紅書、京東等第三方平台
的銷售額按年增長逾1.2倍。該等第三
方電子商貿平台佔莎莎電子商貿業務
銷售額逾50%。莎莎指，會投放更多
資源，發展現有的第三方平台業務，
而該集團現正合併其電子商貿網站至
全新中央系統，以提升處理效率。
卓悅去年於香港及內地市場的網上

零售銷售額按年增長9%，去年該集
團投放於數碼媒體宣傳成本增加
4.3%，卓悅的旗艦店同樣已進駐多個
電子商貿平台。

OK齊齊印帶動雪糕銷售
經營 OK 便利店的利亞零售

（0831）推行「線上到線下」顧客關
係管理計劃更是成績斐然，手機App
「OK齊齊印」截至去年底已吸納逾
120萬名會員。集團指，去年便利店
業務營業額增加3.6%至42.07億元，
儘管零售市場競爭激烈且生產成本高
企，但去年毛利及其他收入佔營業額
的百分比上升1.2%至38.1%，主要由
於「OK齊齊印」帶動，其中包裝飲
料及雪糕的銷售強勁。

■倪文玲表
示，社交媒
體和移動科
技改變了顧
客如何在店
內購物的習
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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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不少本港企業近年都感受
到電商和數碼化的壓力，但近年
港府才發力投資創新科技，研發
支出仍大大落後於鄰近地區及其

他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團結香港的報告
指，香港的研發開支只是深圳的五分一。近日亦
有調查顯示，香港企業與全球和亞洲區企業比
較，港企重視成本的程度，多過重視新科技及創
新的應用。調查認為，港企的這種短視行為，可
能會犧牲企業長遠的發展。

科技及創新應用不足
政府統計處資料顯示，在2017年，香港的本地

研發總開支較2016年上升8%，金額由2016年的
197.13億港元，增至2017年的212.8億港元，本
地研發總開支相對本地生產總值的比率由2016年
的0.79%，上升至2017年的0.8%。而以2013年的
統一可比較數字作比較，深圳及新加坡為4%及
2.1%，香港則為0.7%，5年過去，香港僅增0.1個
百分點。而工商界研發開支佔GDP比率方面，香
港更低至0.3%，在經合組織（OECD）經濟體中
包尾。

雲端運算領導者Nutanix的研究顯示，港企與
全球和亞洲區企業相比之下，重視成本的程度，
多過重視新科技及創新的應用。Nutanix香港及

台灣董事總經理楊君霈表示，控制和削減成本可
能會提供短期效率，但卻犧牲了企業長遠的發
展，可能破壞企業在超連接世界中保持優勢所需
的創新和生產力。香港在全球和地區創新指數中
的排名下跌，在保持競爭優勢方面受到質疑。與
此同時，其他亞洲市場，如新加坡，地位一直提
升，正在超越香港。

他指，香港在區內的競爭對手發展迅速，深圳
的國內生產總值更是已經超越香港。他認為，香
港過去的成功源於獨創性、領導力和具備長遠目
光。創新和接納新興技術將是香港保持當前經濟
和技術地位的關鍵，與新加坡和深圳等地區競爭
對手保持同步。香港企業不應只着重節省簡單和
短期的成本開支，而是專注於利用技術提升營運
效率，開創新產品，提供更好的客戶體驗等，快
速創新的能力將成為保持經濟和技術領先地位的
關鍵。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競文

專家：港企短視 輕視科技投資

■ 香 港 的
研 發 開 支
只 是 深 圳
的 五 分
一。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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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華擁抱新科技 力谷數碼營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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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之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近年
裕華國貨大玩中國傳統文化，舉行康
樂棋擂台爭霸戰，又舉辦書法比賽，
以及出品大玩食字的自家品牌養生
茶，都是余偉傑與一班年輕團隊的主
意，目的是將裕華國貨品牌年輕化，
在傳統國產百貨公司的基礎上，注入
新一代活力。
功夫不負有心人，近年裕華國貨積極
轉型已漸見成效。余偉傑透露，「藉着
舉行康樂棋擂台爭霸戰、書法比賽等，
近年給予更多年輕人認識我們的國產百
貨。去年舉辦第一屆康樂棋擂台爭霸戰
反應踴躍，吸引不少年輕人報名參加，
連帶我們的康樂棋套裝銷情也暢旺，所
以今年譽滿歸來舉辦第二屆，我期望透
過不同具有傳統中國文化特色的活動，
增加外界對裕華國貨知名度。」
以營業額來計算，裕華國貨有70%為

本地客、30%為遊客，余偉傑期望將遊
客比例提升至50%。「因為訪港遊客如
中東、日本和韓國客等，對中國文化充
滿濃厚興趣，例如我們佐敦總店4樓設
有茶藝廳，經常有外國遊客慕名來品

茗，希望從中了解更多中國傳統茶藝歷
史和飲茶文化。」裕華國貨有不少傳統
工藝品，余偉傑期望通過對遊客推廣中
國文化，加深對裕華國貨的品牌認識。

盼續增海外客生意
事實上，遊客對中國傳統工藝品的

熱衷程度，成為裕華國貨業務增長動
力來源之一，余偉傑舉例說，「曾經
有一位非洲國王，透過入住的酒店聯
絡我們，想到裕華國貨買一些人參，

又試過有中東油王來我們的總店，買
傳統工藝品回國做手信。如這些特別
的消費需求，我們都可以滿足到外國
遊客。」故此，余偉傑表示未來會在
海外多加宣傳裕華國貨的品牌，讓更
多海外遊客認識。
至於本地消費方面，余偉傑稱本地
客對於一些在市面較難找到的傳統中
國服飾有需求，如年輕人對旗袍和長
衫會有興趣，他期望提升年輕人對裕
華國貨認知度，塑造品牌年輕化。

巧用中國文化 注入年輕元素

內地淘寶網的「雙11節」的成交額由2009

年開始時只有5,200萬元（人民幣，下同），

到 2018 年已增至 2,135 億元，十年增長

4,104倍，讓世人認識網購的厲害，也讓傳統

零售商人人自危。在香港，零售業除越來越

受電商的影響外，低迷的市道也逼迫零售業

應變，擁抱新科技成了其中一條出路，即使

是老牌如國產百貨公司裕華國貨，也要搞

O2O（線上到線下），其他如屈臣氏、OK便

利店等連鎖店更大力投入數碼營銷，鞏固及

搶佔市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考玲

▼裕華國貨佐敦總店設有茶藝廳，經常有外國
遊客慕名來品茗，希望從中了解更多中國傳統
茶藝歷史和飲茶文化。 記者曾慶威 攝

◀余偉傑指，裕華國貨近年積極開拓網上銷
售，實行線上線下雙管齊下。 記者曾慶威 攝

■■余偉傑稱未來余偉傑稱未來
會在海外多加宣會在海外多加宣
傳裕華國貨的品傳裕華國貨的品
牌牌。。
記者曾慶威記者曾慶威 攝攝

傳統百貨創新創新 國貨公司O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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