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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view

综合

香港黄金销售或陷15年来最冷行情

证券时报记者 张国锋

Amy

（化名）最近很烦恼。

就职于香港四大品牌珠宝商之

一的她， 在香港黄金珠宝零售业最

发达的时候加入公司， 尽管只是一

名出纳，但受益于公司的好业绩，每

年分红也让其他的小伙伴眼红不

已。但就在最近一年多，她发现公司

原本火爆的生意突然一落千丈，身

边不少同事已经在谋划别的出路。

她突然发现， 自己已经在一个

充斥了寒意的行业当中，对于未来，

她很迷茫。

内地赴港游客

减少影响生意

“最近一年多，门店的生意都淡

了很多， 有一些分店不少人都离职

了。 ”

Amy

告诉证券时报记者，尽管

自己所在的分店暂时还没有人离

职， 但很多一线人员也很担心工作

前景，开始在谋划新的出路。 “人流

量和营业额都比去年同期少了很

多， 员工的薪水在抽成上少了至少

一半。 ”

Amy

说， 面对这样的情况，公

司也是一筹莫展。“公司只是说现在

淡了很多， 大家要更加努力做好业

绩，把握生意。 ”

被问及生意变淡的原因，

Amy

回答说，行业变成这样，可能还是跟

内地游客减少有直接关系。

香港政府统计处日前发布的最

新零售业销售数据显示， 今年前

4

个月香港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同比下

跌

11.4%

。 其中，

4

月份珠宝首饰、

钟表及名贵礼物的销货价值同比下

跌

16.6%

，跌幅最大。

据彭博智库数据显示，

2015

年

内地赴港游客下降

3%

， 录得十年

来首次下滑。 今年一季度跌幅更是

增大至

15%

， 今年

3

月份还降至

2013

年以来最低水平。 内地游客是

奢侈品消费的主力群体， 约占全球

奢侈品消费的三分之一。 业内人士

表示，随着内地赴港旅客减少，今年

香港黄金珠宝销售可能为至少

15

年来最差表现。

香港金银业贸易场理事长张德

煕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内地赴港游客减少和游客消费降低

是香港黄金珠宝销量受挫的主要原

因。 “现在行业确实处于寒冬状态，

黄金饰品今年跌幅将在

15%

左右，

珠宝首饰类的压力更大， 跌幅可能

将达到

25%

， 会创下至少

15

年来

最大跌幅， 香港的黄金和珠宝商还

将迎接未来一两年的寒冬， 最黑暗

的日子还没有到来。 ”

香港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思荣

称， 估计下半年访港旅客数字将逐

步回稳，但旅客消费结构已转变，奢

侈品消费需求降低， 改为购买日常

生活用品类型。他认为，零售市场可

逐步调整商品类型，满足顾客需求，

刺激消费。

汇率影响

未现黄金抢购潮

小叶是一名香港代购， 对于香

港零售业近一年的变化深有感受。

他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说，

最大的感受就是去香港取货的时

候，大街上人少了，自己取货速度快

了不少， 而且服务人员态度也比之

前好了许多。

“直观感受就是人流量少多了，

而且销售人员态度整体变好了很

多。不过我觉得这个也正常，如果现

在生意差态度还不好的话， 还怎么

做生意。 ”小叶说。

“现在代购的产品种类变了，以

前是电子产品和奢侈品为主， 现在

找港代的大部分买日用品、 化妆品

为主。 ”小叶说，自己很早的时候开

始接触代购， 但近些年香港爆发反

水客运动、赶客事件等负面事件，加

上海淘、跨境电商的兴起，让港代整

体上受到了一些影响。“但最影响代

购生意的还是汇率， 代购产品种类

的变化其实是因为香港专柜的定价

影响了一批做奢侈品代购的， 专柜

的价格和国内越差越少， 不少内地

人都觉得直接在内地购买就行了，

没必要在香港买。 ”

张德煕说，香港

2013

年出现黄

金抢购潮时， 黄金的价格大概是一

盎司

1350

美元，现在则大概在一盎

司

1250

美元左右，但受到汇率的影

响，其实两者之间的差价并不大，因

此吸引力打了一定折扣。“国内经济

增长速度放缓， 加上外围市场情况

不明朗， 也影响了黄金珠宝的购买

力，即使现在价格继续往下走，也未

必会再出现黄金抢购潮。 ”

怎么拯救惨淡的香港黄金行

情？张德煕说，他们计划把香港的黄

金“搬到”深圳来卖。“我们计划今年

9

月在深圳前海自贸区打造一座

10

亿港元的黄金交易中心， 为商业用

户和贵金属交易商提供黄金托管以

及实物黄金交易结算服务。”张德煕

说，黄金产业的发展，将加速香港、

上海和前海黄金交易交割流程。“目

前在内地

3000

家黄金饰品商中，

70%

在深圳拥有工厂， 而前海保税

仓库将能让他们在需要时更容易获

得黄金。 ”

另外，张德煕还指出，金银业

贸易场能够在前海金库实体黄金

的支持下，帮助开发人民币计价的

衍生产品，以便为“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基建建设提供资金，这将成

为资源丰富的“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进行积极黄金租赁和融资的跳

板。 “投融资也是香港的优势，香港

应该抓住一带一路的机遇，获得更

多发展。 ”

望港府开放

多些自由行城市

在香港， 有部分港人在近期开

始发起“爱国运动”。 在长洲岛著名

的“抢包山”活动当中，还有民间乐

队在码头附近聚集， 吹起国歌欢迎

游客。不少港人表示，希望能够重树

香港“好客之都”的形象，让更多内

地旅客来港旅游。

日前， 知名调查机构尼尔森公

布 “全球消费者信心及消费意向调

查” 结果，

2016

年首季度香港消费

者信心指数跌至

88

点，属于较为悲

观， 是

2012

年第四季以来新低，但

仍比

2003

年

SARS

和

2008

年金融

危机时为好。

尼尔森香港及澳门区董事总经

理杨慧旋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内地访港旅客人数持续下跌，

导致零售业受到直接打击， 不少人

担心工作前景。在零售业当中，珠宝

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等最受影响。

不过， 她对香港零售业回暖的

预期仍然比较乐观。“从我们调查结

果看， 香港仍处于内地旅客出游选

择的前三名， 而且香港的产品无论

从质量还是价格上相比内地都仍然

有优势，实际上我们也看到，整个跌

幅在收窄， 我对未来的看法还是比

较审慎的。 ”

同时她也表示， 香港不能一直

只盯着内地访港旅客， 而应该继续

扩大旅客渠道。 “五一黄金周期间，

内地访港旅客有明显回升， 最近旅

客数字也有所反弹，但我们看到，人

均的消费却在下降， 也并没有把零

售业往回拉。 ”

不过她也建议， 政府可以考虑

开放多一些内地来港自由行城市，

吸引多一些内地旅客访港。“毕竟内

地市场还是很大的， 虽然受到全球

经济环境影响，购买意欲下降，但只

有把人流量先提上去， 才有机会考

虑增长问题。”这一意见其实并不是

新观点，在今年两会期间，来自香港

的多名全国人大代表就发表了同样

的意见。

黄金珠宝销售行情的转差，只

是香港零售业整体转差的一个缩影。

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公布的数据显

示，香港零售业已经连续

14

个月呈现

下滑状态，不过跌幅在逐渐收窄。

Amy

说，虽然整个行业很差，但是

自己暂时没有离职的打算。“我觉得整

个行业还是会回暖， 虽然不知道什么

时候，但一定会回暖。 ”不过

Amy

也

说，即使回暖了，行业也不可能回到之

前抢金潮时的“巅峰状态”了。

此外， 香港的零售商们也开始自

己想办法自救。刚刚过去的

5

月份，香

港一年两次的

SOGO

店庆和一年一次

的一田百货店庆优惠活动， 引发了一

波强大的代购潮。包括周大福、谢瑞麟

等多家黄金珠宝首饰商， 也纷纷推出

打折、免手工费等优惠活动，意图拉升

惨淡的销售行情。 对此，郑伟雄认为，

市场看淡行情，

5

月中开始的减价潮将

延至

7

月，并对下半年入货更审慎，减

少库存压力， 预料大幅减价促销活动

会减少。他估计今年零售业跌势难止，

或需至明年才“见底”。 他称零售业虽

出现“关铺潮”，但相信暂不会出现裁

员潮。

香港珠宝商扎堆北上淘金

证券时报记者 张国锋

香港黄金珠宝首饰销售业绩

今年或陷

15

年来最差状况， 多家

本地黄金珠宝商交出的业绩报告

并不好看。

四大珠宝商业绩下滑

6

月

7

日， 周大福公布截至今

年

3

月底全年业绩， 全年纯利跌

46%

至

29.41

亿港元， 盈利表现逊

于预期， 每股基本盈利

29.4

港仙，

派末期息

8

港仙及特别息

22

港仙。

期内营业额跌

12%

至

565.92

亿港

元， 毛利跌

18%

至

156.41

亿港元。

毛利率由

29.7%

跌至

27.6%

。

周大福去年中国业务同店销售

跌

10.3%

，港澳业务同店跌

21.7%

。

集团零售网点总计由

2257

间净增

加

62

间至

2319

间。 当中中国珠宝

零售网点净增加

55

间至

2179

间，

港澳及其他市场网点净增加

3

间至

126

间。

周大福主席郑家纯表示， 集团

已于

2016

财年港澳地区关店

5

间，

内地关店

215

间， 预期未来香港将

会再关

7

至

8

间分店。他还表示，如

果集团在香港关店， 余下的人手会

安排至其他分店， 或培训及后勤基

地工作等，集团没有大幅裁员计划。

郑家纯说， 相信香港零售业疲

弱只是暂时， 但不知道这个周期将

维持多久。但他认为，奢侈品始终有

需求，即使在经济较差的时候，充其

量只是会少买一点。他还表示，内地

经济已经回暖， 期望奢侈品购买潮

再次出现，未来一两年内地旅客会

陆续回到香港市场消费。 未来周

大福会继续控制成本， 提升服务

素质及推出更多产品迎合市场，

至于旅客人数及整体消费表现则

不能控制。

5

月底，香港谢瑞麟珠宝

(

国际

)

有限公司发布财政年度报告， 公司

去年营业收入同比下滑

8.6%

录得

35.39

亿港元，利润则暴跌

40.6%

至

2360

万港元。

谢瑞麟指出， 去年利润大幅下

挫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内地访港旅客

人数减少导致， 另外也受香港政治

持续不稳定、 人民币贬值以及消费

者信心及购买力下降影响。 去年香

港和澳门地区销售营业额下滑

21.9%

，同店销售大跌

24.3%

。 去年

香港新开

3

间店铺，关闭

2

间店铺，

截至目前在香港及澳门自营店铺总

数分别为

28

间和

3

间。

另外，珠宝零售额占整体营业

额超过八成的周生生，去年的珠宝

零售经营净利润比上一年大幅下

挫

20%

；六福集团今年一季度的同

店销售下滑

27%

，去年同期的跌幅

为

20%

。

周生生主席兼集团总经理周永

成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集团于香港的业务一向有平均布

局， 过去数年于旅客较多地区增加

开店， 而于本地消费的区域布局亦

不错， 未来会考虑在部分民生区寻

找新机会扩张。他强调，集团一直重

视民生区消费者， 透露将会于观塘

开店，另关闭葵涌区分店，不排除再

关两至三间铺。

他认为目前香港的销售网络

有规模， 暂时无明确的开店目标。

不过，随着内地访港客减少，未来

会考虑游客区的店铺盈利能力，以

及分店的租约去考虑重整销售网

络的决定。

内地或成救命稻草

在深圳前海， 周大福全球商品

购物中心拔地而起， 深圳前海周大

福全球商品购物中心总投资

3.5

亿

元人民币， 旨在让内地消费者不必

跨境前往香港， 就能买到他们心仪

的外国和香港品牌商品。

住在附近的居民告诉证券时报

记者， 在前海港货中心比去香港方

便多了。 “过关要排长队，内地人还

要为公共交通而烦恼， 那里现在也

不那么安全了。 ”记者了解到，该购

物中心的楼层以香港商业区命名：

铜锣湾、尖沙咀和旺角，有香港最知

名的品牌进驻， 例如全球最大的上

市珠宝公司、郑氏家族的周大福。入

驻商家还包括销售保健品和婴儿奶

粉的门店， 这些是许多内地游客去

香港必买的商品， 他们不相信内地

销售的产品的质量。

周大福执行董事陈世昌表示，

该购物中心从去年底开业以来，目

前周末客流量在

8000

人左右，一直

“好于预期”。郑家纯表示，深圳前海

购物中心二期目前出租率达到

90%

，预期有

50

间商户进驻，一期

及二期商场合共

70

个商户，预期最快

今年

8

月开业。他还表示，内地市场仍

有很多的潜力及机会， 虽然短期市况

波动，但会维持审慎乐观的态度应对，

也会采取选择性策略， 开拓内地更多

零售点。

谢瑞麟去年开始， 也在中国内地

大力拓展加盟店业务，中国内地店铺

数量得以迅速增长， 而销售网络亦

得以扩大以弥补香港澳门的业绩损

失。 集团强调，港澳地区高昂租金没

有跟随市场萎缩而相应调整， 但面

对高昂的租金， 去年集团仍能控制

整体综合毛利率仅由

46.5%

轻微下降

1%

至

45.5%

。

去年谢瑞麟在中国内地的零售

业务录得

2.3%

增长， 同店销售增长

为

1.5%

， 目前集团在内地营业额占

比为

40.0%

。集团表示将在内地加快

开店步伐，以更有效接触及服务内地

的消费者。去年底集团在内地的自营

店铺总数为

187

间， 加盟店铺新增

34

间至

49

间，现在集团在内地共有

270

间店铺覆盖

108

个城市，公司表

示将继续在中国二三线城市深挖市

场潜力。

在电子商务策略方面， 除了在天

猫和京东平台， 集团去年加入了唯品

会销售平台， 其网上总营业额猛涨

584.0%

，集团预测下半年电子商务业

绩将继续保持高增长率。

周永成认为， 周生生在内地的业

务较香港表现稳定，计划今年内开

40

间店，使零售网络更完善，他强调开店

计划不会只于国内一线的城市， 其他

城市亦会考虑。

5月我国外汇储备

再度转头向下负增长

央行官方外汇储备在经历了连续两个月正

增长之后，再度转头向下。根据昨日公布的数据

显示，截至

5

月末，外汇储备余额

3.19

万亿美

元，较上月小幅下降

279

亿美元。

虽然外汇储备上月转头向下， 但由于幅度

较小，显示我国资金外流情况并未全面恶化。招

商证券宏观研究主管谢亚轩表示， 外汇储备下

降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且符合预期： 一是

5

月汇

率计值损失因素导致外储减少

250

亿美元左

右，这是当月外储负增长的主要原因；二是美联

储加息预期重新走强， 导致国际资本从中国在

内的新兴市场外流， 预计

5

月银行结售汇逆差

规模较

4

月略有扩大。

值得注意的是， 对比去年末以来资本外流

压力突显的时点，

5

月人民币兑美元幅度虽然

高于今年

2~4

月， 但外储环比降幅低于以往。

中信证券研究部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明明认

为， 外储环比降幅减少主要受国内基本面企稳

支撑。 因此，尽管

5

月外储重回跌势，但鉴于中

短期经济温和复苏的格局， 预计未来难以出现

类似前期资本大规模外流引发外储大幅下降的

情况。

尽管外储降幅有限， 但其再度负增长的势

头也表明自美联储加息预期走强以来， 人民币

贬值情绪再次抬头。 民生证券研究院研究员张

瑜认为， 目前人民币贬值预期有一定死灰复燃

的苗头，离在岸汇率差额在

5

月有所扩大，离岸

人民币汇率与人民币无本金交割远期合约

（

NDF)

波动率提升，值得警惕。 此外，下半年对

于人民币的贬值压力也不可掉以轻心。

“不过，升贬本身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

市场是否认为重要， 人民币过去跟随美元被动

升值的确过多， 如果可以不引起过度的恐慌情

绪，让汇率重回其原本功能定位，贬值其实并不

是坏事。 ”张瑜称。 （孙璐璐）

深圳光明再拍地

有望产生新地王

近期，全国“地王”频现，作为一线城市代表

的深圳土地市场动向颇引人关注。

6

月

8

日， 深圳光明新区一块带居住用途

的商住混合用地将在深圳土地房产交易大厦进

行拍卖，起拍价

10

亿元。据了解，本次拍卖的是

宗地编号为

A646－0059

的光明新区新城综合

体项目地块， 位于光明新区高新技术园区东片

区。该地土地总面积

152441.86

平方米，其中建

设用地面积

99230.05

平方米，土地使用年期为

50

年，将以拍卖方式公开出让土地使用权。

市场人士预计， 结合到光明片区的实际情

况，此次拍卖极有可能“地王”再现，楼面价或达

到每平方米

30000

元到

35000

元左右， 以此换

算总价或超过

180

亿元， 或创下新的总价地王

记录。

上月底， 光明新区的商业用地

A625-0055

地块被东莞骏轩实业有限公司以

2.85

亿元竞

得，楼面价达每平方米

14071

元。 据悉，该公司

为碧桂园旗下的公司， 这也意味着碧桂园在深

圳首次通过招拍挂方式拿地。

6

月

2

日， 深圳龙华新区出让今年第一块

商住用地。最终，中国电建和广州方荣联合体以

82.89

亿元的价格夺标，楼面地价高达每平方米

56781

元。龙华“地王”拍出后，市场传出“地王”

附近的新盘提前连夜封盘。 美联物业的数据显

示， 上周深圳全市二手房备案量持续回升且涨

幅扩大，全市共备案

1200

套，环比上涨

60.4%

。

一手住宅网签数据仍有回升， 全市共成交

678

套， 环比上涨

17.1%

， 成交均价为每平方米

57493

元。 美联物业认为，

5

月份以来询价客有

明显增长，虽未体现在成交上，但市场略现乐观

态势，而近期深圳两宗宅地出让效应将显现，市

场回暖能量望增强。 （吴家明）

首单绿色公司债

在上交所上市

6

月

8

日，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的绿色公司债券将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成为上交所开展绿色

公司债券试点以来首单上市的绿色公司债券。

嘉化能源绿色公司债券发行规模为

3

亿

元，期限

5

年，主体和债项评级均为

AA

，并由

独立第三方机构进行绿色认证。 债券上市简称

以 “

G

” 开头进行特别标识。 发行票面利率为

4.78%

， 低于近期相同评级债券发行利率和同

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 （朱凯）

� � � � 黄金珠宝销售行情的转差，只是香

港零售业整体转差的一个缩影。根据香

港政府统计处公布的数据显示，香港零

售业已经连续 14 个月呈现下滑状态，

不过跌幅在逐渐收窄。

黄金珠宝首饰商推出打折、免手工费等优惠活动，意图拉升惨淡的销售行情。 张国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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