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和（0001）旗下屈臣氏進一

步擴大海外市場版圖， 昨日宣布

與中東私人企業Al-Futtaim達成

獨家特許經營權協議，將屈臣氏

品牌引進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

員會（GCC）成員國，首家位於

杜拜購物中心的屈臣氏旗艦店將

於下月1日正式開幕。屈臣氏計劃

於2025年底前，在當地開設100

家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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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臣氏集團董事總經理黎啟明(左)與Al Futtaim集團副主席 Omar Al
Futtaim(右)簽署協議，將屈臣氏引進GCC。

屈臣氏進軍中東 杜拜店下月開幕
目標2025年底前 開設100家分店

同時，網上商店（Watsons.
ae） 、 手 機 應 用 程 式

Watsons UAE以及屈臣氏忠實會
員計劃亦會在下月1日於當地同步
推出。
此外，屈臣氏將於今年第四

季，在杜拜節日城及阿聯酋購物
中心開設兩家分店，並於明年進
駐沙特阿拉伯。屈臣氏集團董事
總經理黎啟明昨表示，對屈臣氏
業務擴展至中東地區感到高興，
中東地區是全球美妝產品需求增
長最快的市場之一，Al-Futtaim擁
有豐富的零售品牌管理經驗，是

次合作定必能夠為當地顧客帶來
嶄新的線上及線下美容購物體
驗。

擬明年進駐沙特阿拉伯
Al-Futtaim為中東地區最領先的

多元化私人企業之一，總部設於
阿聯酋國杜拜，主要業務包括汽
車、金融服務、房地產及零售
業，與超過200多家品牌合作。在
中東、亞洲及非洲的25個國家擁
有超過4.2萬名員工。
屈臣氏目前為亞洲最大的保健

及美容產品零售商，業務遍布13

個亞洲及歐洲市場，經營超過
7,800家店舖，當中超過1,500家
提供專業藥房服務。而屈臣氏在
港澳擁有近240家分店，其中超過
50家設有駐店藥房。

調查：實體店仍備受青睞
另外，屈臣氏早前就疫情下對

消費者的購買習慣進行調查，屈
臣氏發表的全球顧客消費行為調
查結果顯示，90%受訪者表示他
們將繼續於網上購物，該調查同
時顯示有100%受訪者稱會回到實
體店購物，尤其是Z世代，三分

之一人認為會更加頻密光顧門
市。而且，屈臣氏集團的全球電
子商務在今年第二季增長超過
90%，顯示越來越多人習慣網上
購物。
該項調查於4月進行，訪問逾
2.2萬名來自超過20個市場的顧
客，年齡介乎15至65歲。在此項
全球調查中，有72%顧客表示他
們的收入已經或將會受到疫情的
影響。當被問及疫情後生活方式
的轉變時，有92%的受訪者稱將
參與更多戶外活動，其次分別是
在家烹飪和在家美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比優集團（8053）是港
股中唯一一間從事民爆行業的公司，董事會主席兼執行董
事熊澤科昨接受訪問時笑稱，初來港股上市時，一些投行
對該行業了解甚少，感覺「很吃驚很恐怖」，但其實公司
生產的爆炸物品只用於礦業和基建項目，與軍工毫無聯
繫。他介紹，由於爆炸物品倉儲和運輸的特殊性，民爆行
業在內地十分分散，惟行業大勢必然是集中度不斷提升，
公司會把握好併購、整合的機會，積極尋求各地的優質項
目，向礦產業下游延伸產業鏈。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熊澤科形容，「工業生產中

使用的炸藥，就如廚房中必有刀具一般。」民用炸藥可分
為生產、倉儲、運輸和使用四個環節，最易產生風險的是
倉儲和運輸步驟。為最小化可能產生的風險，內地民爆企
業一般都以地域性為主，「如同每個地區都有水廠，」除
中國保利集團一家獨大，佔據約一成的市場份額，其他企
業的市佔率都較為零散。數據顯示，去年民爆行業工業炸
藥總產量為440.96萬噸，前20名佔行業工業炸藥總產量
比例為66.07%。

待新項目穩定後申轉主板
相較於A股有十多間上市的民爆企業，比優在港股的存

在略顯格格不入，熊澤科強調，公司沒有回歸A股的計
劃。公司十分看好中亞市場的礦業和爆破業務前景，自
2015年就於塔吉克斯坦設合營企業，生產和銷售炸藥，
今年亦於烏茲別克斯坦實現了銷售。集團希望未來藉助在
港股上市的平台，能繼續拓展在中亞的業務分布。他續
指，公司市值、現金流等都已滿足轉主板的要求，會待旗
下新項目穩定獲利後，向聯交所遞交轉板申請。
比優的爆破業務主要集中在礦業爆破，他解釋，公司

在內蒙古起家，而內蒙古、西藏等地區都是礦業較發
達、基建需求較大的地區，對爆破需求大，公司能保持
長期穩定的獲利。且礦業更易於拓展產業鏈，形成以爆
破為核心的礦山工程承包業務，構成完整的「一體化服
務」。

注資金鼎礦業延伸產業鏈
受限於地域分布和嚴格的行業管制，公司的橫向擴張略

有難度，惟有積極尋找縱向擴張，向下游產業鏈延伸。比
優8月末宣布透過子公司比優深圳注資安徽金鼎礦業，涉
及2.7億元人民幣，將產業鏈延伸到有色金屬、貴金屬開
採發展行業。目前在建工程已完成超過70%，本月已經進
入試生產，正處於設備安裝階段。
熊澤科透露，金鼎礦業每年可實現100萬噸的礦石處理

量，地質專家稱每1噸礦石中約含有1.1克黃金，以此計
算黃金年產量約為110萬克。鑒於黃金價格走勢良好，他
對投產後的收入和利潤抱以樂觀態度。
比優昨收報0.74元，跌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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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數字王國（0547）昨宣
布，旗下娛樂社交平台數字王國空間近日
與中地基業（海南）投資有限公司（下稱
「中地基業」）達成戰略合作共識，雙方
將運用虛擬實境（VR）、增強實境
（AR）、混合實境（MR）及虛擬人等科
技，聯合構建位於海口市大型商業綜合體
友誼．陽光城的數字未來之城（Cyber
Future City），助推消費級娛樂體驗的又
一次數碼化升級。該數字未來之城已進入全面
設計的確認階段，預計本月底開啟設施建設，
並於聖誕節前夕正式投入運營。
數字王國曾為《挑戰者1號》等電影主導視覺
效果，並11次斬獲奧斯卡金像獎。數字未來之

城佔地面積共計5,000平方米，計劃融合虛擬奇
幻劇場、未來電子競技場、賽博朋克街區等沉浸
式設施，再現《挑戰者1號》所描繪的虛擬世
界。此外，藉由聚焦新興技術的培訓與教育基
地，塑造面向青少年的創新型學習空間。

數字未來之城料聖誕前夕投運

香港文匯報訊 「食雞」遊戲《絕地求
生》手機版《PUBG Mobile》 和《PUBG
Mobile Lite》 遭印度禁止一周後，韓國
PUBG公司表示正在與印度政府合作解決這
個問題。PUBG的解決方案是開始在印度自
行發行所有遊戲，不再通過騰訊（0700）發
行。
PUBG官方博文指，PUBG已經決定不再將
《PUBG Mobile》特許經營權授權給騰訊遊戲
在印度的業務，並補充說，PUBG公司現在將

承擔印度國內的所有發行責任。
中國與印度的關係持續緊張。印度早前以威
脅國家安全為由，宣布禁止在印度使用多個中
國軟件或遊戲，當中包括由騰訊作為代理的
《PUBG Mobile》，目前遊戲在印度版的蘋果
公司App Store，以及Google的Play Store都已
經下架。
PUGB公司重申，《PUBG Mobile》是由韓
國公司擁有及開發的知識產權，正積極在多個
平台上開發及發布遊戲。

PUBG收回騰訊《絕地求生》印度特許經營權香港文匯報訊 卓佳昨宣布
正式完成對Praxonomy的戰略
性投資。Praxonomy是一家軟
件公司，專門為董事會提供
雲端平台，用於管理會議文
件和記錄、並協助董事會成
員策劃和執行其治理職責。
是次戰略性投資，增強了卓
佳的數碼化戰略，讓卓佳可
通過其董事會雲端平台，協
助客戶更高效、安全地進行
董事會及公司會議。

卓佳集團行政總裁楊斌官表
示，在此艱難的時期，特別是
在COVID-19大流行期間，卓
佳一直作為提供數碼股東周年
大會（混合會議）的先驅，為
不同客戶，尤其是上市公司客
戶服務。這個新的軟件解決方
案將進一步加強卓佳的電子生
態系統，以運用一個相同共用
的平台及雲端系統，提供多個
用戶界面的選擇，讓更多公司
會議數碼化。

卓佳完成對Praxonomy戰略性投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為加
強合作和提升競爭力，香港貨運物流
業協會（HAFFA）與中國國際貨運代
理協會（CIFA）昨簽署了諒解備忘
錄，推進兩個協會之間更緊密的合作
關係，諒解備忘錄初步有效期為 5
年，可依條款自動續期。
該協議內容包括成立國際物流聯
盟，雙方同意建立包含付貨人、航空
公司、船公司、機場、港口及協會會
員在內的跨境交流平台，為會員改善
整體國際貨運物流營商環境，並致力

促進科技、規例、服務質素、資訊、
資金和人才等方面的發展。

創跨地域物流聯盟
諒解備忘錄由香港貨運物流業協會主

席胡百浠，以及中國國際貨運代理協會
副會長兼秘書長李志民簽署，已於8月1
日生效，旨在促進兩個在業內具影響力
的行業組織能就一系列問題展開更緊密
合作，從而為雙方會員製造更多商機，
並創建跨地域的物流業聯盟。
該兩個協會將透過協議建立交流平

台，雙方代表就市場趨勢和影響行業
政策等議題進行交流。與此同時，兩
會會員可通過雙方的商業合作渠道就
其營商前景而展開合作，並組織與重
大地區項目相關如「一帶一路」等的
會議、論壇和研討會。
胡百浠昨表示，香港貨運物流業協

會與中國國際貨運代理協會有二十年
合作經驗，對今次通過簽署諒解備忘
錄以加強兩會的合作關係而感到非常
高興，相信可為雙方會員和整個貨運
物流業帶來莫大益處。

HAFFA與CIFA簽諒解備忘錄

香港文匯報訊 內地8月份汽車
銷量連續第二個月增長，這提振
了市場對於這個全球最大市場兩
年來滑坡接近尾聲的樂觀看法。
中國乘用車市場信息聯席會昨表
示，繼 7月增長 7.9%之後，轎
車、SUV、微型貨車和MPV的零
售銷量上月同比增長8.8%，至173
萬輛。
隨着內地冠狀病毒疫情緩和，

展廳和商場重新開放，給從市場
領頭羊福斯汽車到電動汽車製造
商特斯拉和比亞迪在內的所有車
企都帶來了福音。但是鑒於中國
經濟仍處在復甦過程之中、貿易
局勢緊張和環保標準提高給需求

造成壓力，挑戰依然存在。

豐田福斯上汽銷量增
根據彭博行業研究，隨着經濟

逐漸好轉，日本和德國品牌勢將
從一些客戶的消費升級中受益。
豐田汽車報告8月在內地銷量增長
了27%，福斯汽車7月銷量增長了
4.7%。內地最大的汽車製造商上
汽集團公布上個月銷量增長
3.6%。
近幾十年來，全球汽車製造商

已在內地砸下巨資進行擴張，而
且包括福斯汽車、戴姆勒、寶
馬、豐田在內的製造商仍然專注
於挖掘這個市場的長期增長潛

力。政府也增加了例如退稅之類
的刺激措施，以振興該行業。

電動車需求再度回升
乘聯會表示，上個月電動汽車

的銷量增長了45%，達到82,500
輛。特斯拉售出11,800輛汽車，
在新能源汽車中排名第三，僅次
於上汽和比亞迪。
特斯拉於2020年初開始從龐大

的上海新工廠交付產品，並且一
直在大力增加月註冊數。該公司
正面臨來自內地當地競爭對手蔚
來汽車等公司日益激烈的競爭；
蔚來今年獲得了新的融資。
在經歷了幾年的快速增長之後，

內地電動汽車在2019年年中隨着政
府補貼開始退坡而失去動力。近幾
個月需求再次回升，投資者展現出
對電動汽車公司的更濃厚興趣。特
斯拉和蔚來汽車股價今年飆升，內
地競爭者理想汽車和小鵬汽車上市
首日的表現也都很出色。

疫情緩和 內地汽車銷量加快反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考玲

■熊澤科在接受訪問時強調，公司沒有回歸A股的計劃。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曉菁 攝

■特斯拉自年初起從上海新工廠
交付產品。 資料圖片

■圖為數字未來之城主體入口。

■楊斌官（左一）見證卓佳香港行政總裁溫佩麟
（左二）與Praxonomy創辦人兼行政總裁邵義（右
二）進行簽約儀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