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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持續肆虐，香港

市民避免外出，經濟活動減少，

令不少領域，特別是對實體零

售、餐飲行業造成了巨大的衝

擊，惟疫情之下，香港仍然是危

中有機。網購市場變得火熱，部

分中小微企實體店如零食店、寵

物店以至菜檔或者是報紙檔則轉

戰售賣口罩、消毒液、廁紙。分

析相信，疫情得到控制後，經濟

活動恢復，出口改善，下半年消

費應會反彈，甚至出現「報復性

增長」。

疫損百業 商戶「食腦」求存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悅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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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購「好花」未必常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莊程
敏） 在疫情肆虐下，內地零售業
同樣面臨最嚴峻的「寒冬」，轉向
網上銷售成為出路。上海的護膚品
牌「林清軒」在剛過去的新春，業
績較去年大幅下滑90%，不出兩個
月就會到達破產臨界點。公司為了
挽救業績，參與了淘寶直播，直播
初期僅得寥寥兩人收看，4天後，
觀看人數升至500多人，情人節
（2月14日）當日，創辦人孫來春
更親自下場，超過6萬人觀看，賣
出近40萬支山茶花油，完成近40
萬元（人民幣，下同）銷售額，成

功逆市挽救了業績。

月虧3000萬 背水一戰
「林清軒」在北京、上海、廣

州、杭州等100多個城市的購物中
心開設337家門店，受到疫情影
響，其中157家門店在1月底開始
暫停營業。大年初六林清軒創辦人
孫來春決定推遲歇業，公司在大年
初一至年初七的業績較去年大幅下
滑90%，照這情況下去，公司不出
兩個月就會到達破產臨界點。孫來
春指：「每天睜眼就是100萬元的
支出，一個月虧損3,000萬元。」

背水一戰，他終於在2月1日啟
動淘寶直播，生意也開始接踵而
來，而「林清軒」線下的業績透過
線上的工具亦慢慢地恢復，而且更
達到去年同期的145%，部分門店
甚至翻倍，可算是奇跡。孫來春表
示，今年會更為投入淘寶直播平
台，而實體門店的擴展計劃也會延
續，不受影響。

小米adidas直播賣新品
事實上，除了中小企業，亦不缺

大品牌在非常時期透過直播平台尋
求業務突破。小米2月13日以「純

線上直播」的方式發佈新款旗艦手
機「小米 10」，在 2 月 14 日的
「小米天貓超級品牌日」活動期
間，小米錄得超過3億元銷售額，
小米10更斬獲當日手機單品銷量
及銷售額的雙冠軍。動服務品牌
adidas 也聯動天貓超級品牌日活
動，2月17日至21日期間在天貓
打造線上直播發佈會，發佈「Su-
perstar」50周年新產品。淘寶在
《淘寶經濟暖報》上披露，今年2
月以來，每天有超過3萬人在淘寶
平台上開新店，其中超過20%是來
自線下店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蔡競文） 為減低人多聚集帶來新冠肺
炎病毒人傳人的風險，教育局早前（2月10日）強烈勸喻補習社
及戲院等場所暫停營業，家長也因安全考量取消已報名的課堂，
令部分補習社收入急跌九成。網龍（0777）旗下創奇思的「雲端
教學及管理平台」，於抗疫期間免費為中小型補習社提供營運解
決方案支援，至今的首階段已收到百多所本地中小學的申請。

平台配對導師「改簿」
現代優賢學習中心的負責人Joe Sir表示，受疫情影響，中心2

月份的收入跌近九成，家長表示不敢讓子女回補習社，但學生也
有學習需要。Joe Sir曾嘗試透過WhatsApp為學生批改功課，但
操作上面對不少難題，不容易擴充及管理。於是探索坊間的電子
學習資源和解決方案，以及混成學習（blended learning）的上課
模式。他指，創奇思的解決方案已在該中心逐步實行，身在家中
的學生可以上網瀏覽中心上載的教學影片，然後完成紙本作業。
家長以手機程式將功課拍照上載至平台後，平台會配對予相關導
師批改，然後安排網上指導或課堂跟進。
Joe Sir稱，解決方案的最大優勢，在於學生仍然有需要用到紙

本形式去完成作業，包括演示算式及步驟，功課反饋系統讓導師
以平板電腦批改作業，甚至加入聲、畫等引導，學生及家長可以
重溫導師的註解當作溫習；平台能幫助到補習社履行教育工作者
的核心價值，做到個人化指導和補底拔尖。

聲畫解說 教學「超時空」
平台的配對系統還能讓老師整合和上載教材作業，學生完成課

堂及作業後，老師以平板批改作業，學生和家長收到作業成績之
外，亦可從老師的聲音和圖像註解獲得延伸解說及引導，並隨時
登入雲端平台溫習以往作業和反饋。借助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技
術，平台將在下一階段根據學生進度及老師反饋提供「補底拔
尖」的跟進建議，以及加快批改作業流程，讓老師可以花更多時
間針對學生的強項或弱項作個別的指導。
平台方面現時還獲得現代教育研究社及培生香港相關教材及練

習的官方授權，並會上載更多其他出版社的教材、練習及課程影
片，補習老師可結合授權教材自訂教案。學生方面，只需以智能
手機、平板或電腦登入平台即可瀏覽相關的教材資源，硬件要求
低，不論境內或境外均可於平台存取教材，自主分配時間完成課
堂，家長也可自行安排子女學習時間，及如常讓補習老師跟進子
女學習進度，提供個人化學習安排。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梁悅琴) 疫情持續，正當廣大市民每日在
街上冒寒冒雨排隊買口罩之際 ，騰訊（0700）旗下騰訊雲宣
佈，支援本地應用程式THE GULU內的遙距手機派籌購買防疫
用品功能，以應付單日最高128 萬用戶同時登入App內領籌。

單日最高派128萬用戶
THE GULU 於日前推出「抗炎專區」，聯同各大零售企業

提供遙距手機派籌買或領取口罩及消毒用品服務，合作商戶共五
家，包括莎莎化妝品、卓悅 Bonjour 、日本城等連鎖零售店及
藥房。為應付大量用戶同時登入手機 App領籌的高用量需求，
THE GULU透過騰訊雲高效能的雲端基礎架構以及其安全可靠
的雲端服務，協助用戶的領籌過程穩定流暢，免市民受排隊之
苦之餘，一解港人之困。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馬翠
媚） 疫情下不少市民寧寄情家
中，部分大企業或中小企為了迎合
需求，紛紛加強發展網購，或與電
商平台合作，部分餐飲業亦選擇與
外賣平台合作，相對下市面上大部
分實體店門庭冷落。有分析認為市
民湧向網購只是暫時性，料疫情過
後市民將恢復生活習慣，而商店在
這段過渡期出現新形態，以適應新
環境。

消費習慣疫後或復常態
中大商學院高級講師李兆波接受
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表示，現時
疫情嚴峻下，才令大部分市民選擇

留於家中，部分店舖更選擇停業，
不過他相信只是一個時期，待這段
時期過後，市民將恢復出街消費習
慣，主因香港地少人多，加上交通
發達，難以與內地網購風相提並
論。
李兆波認為，現時市民寄情家

中，令網購需求增加，短期而言或
令市場競爭加劇，部分中小店舖若
捱不住或結業收場，但部分亦會在
這段時期出現新形勢，以適應新環
境，如酒樓以飲茶送口罩作招徠
等，相信一些較大型、較具實力的
企業目前仍捱得住，目前大部分估
計在4月至5月疫情或好轉。

旅業蕭條 吉舖潮或現

對於部分零售、餐
飲業等不景氣，會否
令店舖租金日後有回
落的壓力，李兆波認
為旅遊業才是影響店
舖租金的關鍵因素之
一，由去年社會事件
至今年疫情爆發，加
上內地經濟增長放
緩，都大大影響本港旅客數字，料
未來店舖租金將錄得較為顯著回
落，一些在高峰期簽下租約，租金
有機會削3成至4成，部分持觀望
態度業主未必會再企硬，同時吉舖
或將湧現，部分或作短期租約。
李兆波提到，港鐵（0066）早前

宣佈所有車站及13個商場的中小
型租戶將獲減免今年2月及3月一
半租金，情況罕見，他認為因應政
府是港鐵大股東，此舉可起政府帶
頭減租作用。而即將公佈的財政預
算案，他建議政府可向市民派2萬
元，當中可包含消費券，以紓解民
困。

補習社推網課「救亡」

騰訊雲撐THE GULU
手機App派籌購防疫品

滬企靠直播「翻生」一日出貨40萬

與奢侈品、化妝品等實體零售
行業銷量大跌不同，近月來

線上百貨市況火熱。網上購物平台
HKTV MALL訂單火爆，1月平均
每日訂單量為22,400宗，按年和按
月分別上升64.7%及19.8%，平均
每日訂單總商品交易額達1,090萬
元，按年大升49.3%，1月的訂單
總商品交易額達3.38億元，大升
49.6%。網購訂單的激增甚至迫使
HKTV MALL 在本月上旬上調免
運費金額至800元才免費送貨，並
擴展自提點。

疫情下網購率升勢料持續
HKTV MALL指出，目前香港
人到人多擁擠的地方購物意慾減
弱，重心轉至網購平台，2月首9
日的增長動力及營運狀況均較1月
同期更強，預計強勢的增長動力將
延續整個2月。其他同類線上購物
平台，如百佳、惠康等，亦出現網
上購物通道擁擠、需在線排隊數分
鐘至一小時不等的情況。

事實上，網購已漸漸成為市民日
常購物的常用方法，香港網購市場
正火速上升中。根據政府統計處的
數據顯示，過往 12 個月內有網上
購物的人數比率已由 2004 年的
7%升至 2018 年的 35.8%，十四年
間勁升4倍，而2018年統計數據指
出，花在網上購物的金額中位數亦
由兩年前的 2,000 元增加逾倍至
4,100元。當中有76.2%人表示上
網購買日用品和衣服鞋襪，另有一
半表示曾於網上訂購外遊機票、酒
店和其他服務。市場人士相信，疫
情持續會令網購人數比率進一步上
升。

報紙檔售廁紙 涼茶舖有米賣
不過，由於不少長者或者小市民

尚未習慣網購，在自由市場久經訓
練下，香港人一向靈活多變，哪怕
只是小小商機，看到之後也絕不會
放過。於是口罩、消毒液、廁紙、
米便成為近期部分中小微企實體店
的吊命新商機。

香港文匯報記者近日在香港多區
發現，有零食店賣起了酒精搓手啫
喱，有寵物店出售散裝口罩，黃竹
坑一間菜檔，甚至是小西灣一間報
紙檔，都竟然看到有廁紙出售，便
利店及涼茶舖更會有米出售。
2月初因一則謠言令香港各超市

內的廁紙被一掃而空，其後各超
市、藥房出現的廁紙牆更是城中熱
話。記者於2月15日到中環長江中
心地庫CKC18的超市food le parc
所見，不少市民在超市搶購廁紙，
據該超市職員表示：「昨日 (2月
14日) 單是賣廁紙的生意額已達10
多萬元。」若以每條廁紙平均約35
元計，即一日售出逾 2,850 條廁
紙。
小商戶亦看準新商機，小西灣一

間報紙檔於各超市廁紙被一掃而空
後兩、三日訂購約數十條廁紙，以
每條40元售予街坊，近日隨着廁
紙於各超市供應陸續到位，每條廁
紙售價才降至38元。
疫情之下，亦不乏逆市擴張的個

案。日本連鎖折扣店「驚安の殿
堂」以每呎20元租金租用將軍澳
南商場 Monterey Place 約2.5萬方
呎樓面，是繼尖沙咀、荃灣及銅鑼
灣後，「驚安の殿堂」在香港開設
的第4間分店。

疫後消費料反彈 出口改善利經濟
中文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莊太量

表示，雖然現時零售、餐飲等行業
的確受到很大衝擊，但相信疫情得
到控制或演變成致死率低的風土病
後，復工將全面展開，經濟活動亦
會恢復，下半年消費應會反彈，甚
至出現報復性增長。
莊太量指出，自去年末以來，香
港出口情況得到改善，據政府統計
處數據顯示，2019年12月香港整
體出口貨值為3,513億港元，按年
上升3.3%，終止連續13個月的下
跌。而隨着中美貿易關係暫時得以
緩和，相信今年的出口會繼續改
善，這對經濟的影響將遠大於消費
對經濟的貢獻。

網購平台交易額飆近50% 中小微企轉賣戰疫品

■北角一家藥店北角一家藥店門口堆起門口堆起
「「廁紙牆廁紙牆」。」。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零食店竟標明有酒精搓零食店竟標明有酒精搓
手液手液出售出售。。 記者記者梁悅琴梁悅琴 攝攝

■報紙檔都有廁紙報紙檔都有廁紙出售出售。。
記者記者梁悅琴梁悅琴 攝攝■超市網站超市網站「「塞車塞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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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護膚品牌「林清軒」創辦人孫來春親自下場參與了淘寶直播，賣出近
40萬支山茶花油。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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