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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虧六年 莎莎撤出台灣

港股狗年開門紅 恒指單日飆558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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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計產量（萬千升）

供不應需 春節“一酒難求”
中國富裕及中產人口壯大 茅台等酒品銷售激增

大公報記者 馮健坤

狗年春節的到來，中國酒水市場呈現一片火熱景象。據業內
人士表示，今年白酒節前促銷力度明顯減少，一、二線品牌價格
有增無減。儘管如此，以飛天茅台、五糧液等為代表的名酒依然
供不應求。官方開展價格巡查、供應商也加大供應力度應對需
求。但業界坦言，優質白酒技術上無法大量生產，稀缺的條件，
註定供不應求及價格高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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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是一年中白酒銷售最旺的時
段，茅台、五糧液等一線白酒呈現“一
酒難求”的景象。多家銷售點已表示，
53度飛天茅台已缺貨多時，更甚的有銷
售點負責人透露，飛天茅台在去年中秋
節已缺貨至今。

中泰證券2月中發佈的食品飲料研
報稱，在走訪渠道經銷商後的結果顯
示，近40天茅台供不應求的局面仍延
續：上海的五糧液銷量增15%以上；南
京的洋河，安徽的口子窖、古井，銷售
收入同比增長近20%；山西汾酒山西增
速近40%，青花系列增速超過60%；水
井坊在上海、江蘇、浙江等地同比增長
近70%，湖南、四川也保持50%以上的
增長。

定價越高 銷情越好
綜合電商調研資料，近一個月，價

格較高的醬香型白酒銷量明顯超過了售
價較低的清香型白酒，反映出“酒不在
多，貴在精”的消費現象。在鳳香經典
西鳳酒負責人黃甯看來，這是隨着中國
人民收入水準的提高，富裕人群和中產
階級的不斷壯大，消費者在購買白酒
時，不僅是為了喝，對產品的品質和品
牌都有了更高的要求，反映了白酒行業
消費升級趨勢明顯。因此，高端白酒消
費將成為支撐白酒行業的新增長點。

今年節前的打折力度相較去年明顯
減少，不少高端白酒品牌還紛紛提價。
去年12月，500毫升的52度水晶瓶五糧
液，市場零售價從969元（人民幣，下
同）上調至1,099元。踏入2018年，53度
500毫升的飛天茅台指導零售價，從
1,299元上調至1,499元；紅壇酒鬼酒從
498元上漲到568元；水井坊典藏系列上
調40元。自2月15日起，洋河海、天、

夢繫列全面上調出廠價，終端供貨價也
將大幅上調。一位銷售人員坦言，目前
知名中高端白酒品牌最受消費者青睞，
“即使沒有折扣，基本上也不愁賣。一
旦推出小幅減價活動，立刻會被一搶而
空。”

針對春節可能出現的白酒“供不應
求”，或可能出現市場囤貨炒賣現象，
中國國家發改委下發了《關於組織開展
全國菸酒市場價格專項巡查的通知》的
同時，還敦促一些酒企出台一系列嚴厲
的管理措施，以限制市場價格過快上
漲。部分供應商也造了相應措施。

發改委酒企遏過度漲價
其中，茅台在今年初對全國共10家

有哄抬茅台酒價、搭售、轉移銷售等違
約情形的經銷商，進行了嚴厲處罰，與
其中五家不再續簽2018年度合同。茅台
同時釋放將在春節期間投放7,000噸茅台
酒的信號，緩解春節期間的市場需求。
五糧液今年2月將完成1,000個專賣店建
設等。

多方的積極行動或表達抑制白酒價
格過度上漲的決心，但優質白酒技術上
無法大量生產，稀缺的條件，註定其價
格高企。白酒行銷專家蔡學飛坦言，春
節作為白酒消費旺季，儘管召開了白酒
價格告誡會，白酒的高價位還是會在一
段時間內保持堅挺。

瀘州老窖常務副總經理兼董事會秘
書王洪波說：“去年白酒的產量接近
1,198萬千升，而茅台、五糧液、國窖
1573等高端白酒大約是10萬千升，約佔
整個市場的1%左右。”他表示，這一
數據與多年來行業數據保持一致，名優
白酒因為在技術、質量以及出酒率上的
要求比較高，無法大量生產。

【大公報訊】記者馮健坤報道：農
曆雞年可謂是A股典型的價值投資之年，
以貴州茅台為代表的優質白酒藍籌股，
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追捧。由於白酒行業
的業績一直以來保持着良性增長，在
2017年度漲幅翻番的45家上市公司中，
白酒類企業就佔了六個席位。分析認
為，消費的強勁勢頭將繼續帶動白酒行
業持續增長，白酒股今年的股價也會同
步提高。

去年，滬深股市白酒指數一騎絕
塵，漲幅達到 94%，五糧液、瀘州老
窖、山西汾酒、沱牌捨得、水井坊等漲
幅均超過100%；1月中旬白酒股股價雖

出現調整，但無礙券商對行業正面的看
法。中泰證券在2月中發表的研報顯示，
近40天，五糧液的回款額已達全年目標
的 35%，其中華東回款已完成 40 億元
（人民幣，下同），佔全年目標40%。
該行相信，消費升級和品牌集中依存，
渠道商賣白酒品牌越來越集中，作為名
優酒高成長的驅動力，預計春節之後渠
道的反饋、春季糖酒會、一季報等，都
將有望成為白酒股正面的催化劑。

國開證券研究員李世彤認為，隨着
消費升級的強勁勢頭，大眾消費也將成
為內地白酒消費的主流，因此白酒行業
的復甦仍將會持續。

白酒股狗年續看俏

【大公報訊】記者王嘉傑報道：
由於台灣業務長年虧損，莎莎國際宣
佈，將於下月底關閉台灣市場所有店
舖，以集中資源發展中國內地、港澳
和星馬市場，以及電子商貿業務。分
析認為，台灣市場佔莎莎國際營業額
只有約2.5%，相信撤出台灣對公司業
務影響不大。

莎莎國際早於1997年在台灣開設
首間分店，然而連年的虧損，令公司
決定放棄該市場。公司表示，在台灣
市場的表現一直疲弱，截至2018年 1
月31日止10個月，莎莎在台灣市場業
務的營業額為1.54億港元，按當地貨
幣計算按年下跌11.5%，已是連續六年
虧損。即使早前透過重整當地管理團
隊，致力加強營運及減低成本，冀收

窄虧損，但成績差強人意。
莎莎主席兼行政總裁郭少明表

示，鑑於台灣市場業務表現一直疲
弱，在可見將來扭轉現有情況的機會
較低。董事會為了集團及股東整體利
益，經審慎考慮後，作出結束當地業
務的決定，以便集中資源發展其他市
場及業務。

瞄“帶路”及大灣區機遇
莎莎國際同時說明了未來目標，

看準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及港珠澳
大橋開通在即，加上粵港澳大灣區的
發展前景，以及中央積極推進“一帶
一路”倡議，焦點將落在內地及港澳
市場。公司認為國家有關政策會令零
售市道因而受惠，公司亦會主動進行

改革，調整市場結構，加強在內地、
港澳及星馬市場的營運，並聚焦發展
電子商貿業務。

截至2017年 9月底止，莎莎在台
灣的店舖數目為21間，佔整體分店的
7.4%。由去年4月至9月的半年間，並
沒有增加分店，反而關閉了4間店，公
司預料會於2018年3月31日關閉台灣
市場的所有店舖。

莎莎國際稱，是次行動受影響的
員工數目約260名，佔公司整體員工數
目5%，公司將按當地勞工條例補償予
各受影響員工。同時強調，由於台灣
市場營業額佔比相對其他市場為低，
雖然關閉台灣市場所有店舖將會產生
虧損，但此舉對公司的財務表現及營
運並無重大不利影響。

【大公報訊】記者劉礦豪報道：
亞太區股市未懼美股急挫，21日普遍
造好，其間港股大漲558點，升幅達
1.8%，是狗年首個紅盤。港股通假後
復市前夕，三大藍籌中資銀行股抽高
升超過2%，推高指數160點。摩通建
議候低吸納中資股，認為月初跌市僅
屬技術調整，惟要注意今年將重返波
動市格局。分析員相信，恒指在三萬
點有支持，後市可上試32,000點。

港股無懼美股大吹市，投資者憧
憬 A 股開門紅，資金偷步掃入中資

股，帶動恒指狗年復市第二日強勢反
彈。恒指21日高開高走，指數以接近
全日高位報收，升558點，收報31,431
點，站穩在三萬一關收市；國企指數
則升290點，報12,686點。

摩通表示，MSCI中國指數早前顯
著回落，主要屬於技術調整，因為全
球經濟基本面仍然強勁，認為大市調
整可提供買入機會，但要注意今年市
況會較為波動。摩通上調中資消費股
評級至“增持”，主要考慮到內地CPI
通脹加快；該行維持內地大型銀行

股、保險股、科網股、電商股、健康
護理股及環保股等板塊的“增持”評
級。

後市反覆 可望3萬2千點
鼎成證券投資策略總監熊麗萍相

信，港股後市仍然會較反覆，但跌穿
29,000點的機會不大，指數暫時應可企
穩在30,000點以上，上望32,000點。
基於對市況大上大落的判斷，熊麗萍
認為，投資者可採取高沽低買的短線
策略，在指數下跌時分段吸納。

▲香港高等法院向LeEco頒下清盤令

【大公報訊】樂視香港旗下的樂
視有限公司（簡稱LeEco）去年12月
入稟香港高等法院申請自行清盤，高
院21日向LeEco頒下清盤令，公司正
式清盤。根據清盤程序，法院頒下清
盤令後，清盤人將接管LeEco的資產
及會計紀錄，並會調查其業務；訟費
將從LeEco資產中扣除。而同為樂視
香港附屬公司的樂視體育早前曾發聲
明指，LeEco與樂視體育為兩間完全
不同的公司主體，各自完全獨立，當
時指LeEco申請清盤不會影響樂視體
育業務。

樂視香港於2015年9月進軍香港
電視市場，原本主要業務包括出售電
視、手機、機頂盒及提供影視點播內
容。但自2016年中起，樂視系多次
傳出財困消息，而樂視香港更先後被
多間公司入稟追討欠債，當中有市場
推廣公司向其追討超過1,460萬港元
的服務費、多間媒體公司向其追討廣
告費及版權費等，更有3間印度公司
入稟高院追討逾4,700萬港元廣告服
務費；樂視香港位於荃灣的總部更自
去年中起拖欠租金，遭大廈業主入稟
收回辦公室。

LeEco及樂視體育亦於2016年底
起大幅裁員；樂視香港亦已暫停官網
客戶服務及銷售熱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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