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妝品
“ 本公司選擇在香港開設地區業務支援部門有幾個原因，包括交通方便、優秀的
顧問服務，而國際級零售業務和高級消費產品在香港市場也十分興旺。
”
Nicholas Mulcahy
Aesop Hong Kong 亞太區總經理

化妝品及個人護理
香港是亞洲區內引領時尚及美容潮流的主要城市。其國際化大
都會形象、策略性的地理位置加上發展蓬勃的零售業，不僅是
匯集國際名牌的購物中心，也是全球化妝及護膚品牌展示新產
品的最佳櫥窗。香港擁有龐大的本地需求，加上每年訪港旅客
超過6,000萬人次、對外開放的市場環境及廣泛的消費者群等
有利因素，使香港成為化妝品牌推廣新產品、收集客戶意見的
理想試點。

香港零售業銷售模式種類繁多，例如專門店、於管理完善的購
物商場內開設專櫃或短期租約商店等，反映零售商機處處。此
外，有超過7,000間跨國公司在香港設立地區總部，顯示香港
非常適合化妝品牌作為制定區內市場推廣及分銷策略的業務
基地。

香港優勢
零售

銷售及市場推廣

• 化妝品及個人護理零售商佔商場內店舖數目高達10%15%，反映市場對這類產品的消費需求龐大

• 香港具創意的市場推廣人才充沛，能為化妝品牌策劃具
有亞洲特色的品牌推廣活動

• 近幾年化妝品店和藥房的零售業銷貨價值持續增長
• 經過過去十年的發展，化妝品店及藥房的數目在2014年已
倍增至4,000間(政府統計處)
• 除非產品載有醫療效用聲明，否則一般的美容產品、化妝
品或藥用化妝品不需要註冊，而且香港沒有要求動物測
試，新產品可迅速推出市場
• 化妝品是內地及全球各地訪港旅客的熱門產品之一，這
是由於香港的化妝品十分多元化，且屬原裝正貨，價格具
競爭力，服務質素良好

物流
• 從香港出發可在五小時內飛抵全球超過一半人口的地方。
香港有超過100家航空公司，每天經營約1,000次客運和
貨運航班來往香港及全球180個目的地，當中包括約45個
內地城市
• 電子零售商機：由於香港擁有完善的儲倉及快遞服務，以
及資訊及通訊科技基礎設施，因此是設立配送中心的理
想樞紐，服務內地及區內的客戶

• 經驗豐富的資訊及通訊科技專業人才，以協助開發及執
行客戶關係管理及數據分析系統（如顧客忠誠度計劃及
直銷）
• 香港是推出新產品的熱門地點。作為媒體及公關公司的
地區總部，香港能為化妝品公司在推出新品牌及產品，
甚至開設概念店時候，提供重要的宣傳服務及媒體採訪
機會。香港約有53份日報（其中27份為中文報紙）及701
份期刊
• 由於有《 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
（CEPA），在香港生產的化妝品及個人護理用品可以零
關稅優惠進入中國內地市場
• 零售商歡迎來自世界各地的暢銷品牌及全新品牌
• 天然、抗衰老及美白產品仍然很受歡迎，男士美容及兒
童專用產品的需求亦與日俱增

化妝品

“ 香港是亞洲市場的重要門戶，非常接
近我們的目標市場 ─ 中國內地。”
Caudalie
香港公司亞太區總監
Cecile Ossola

法國高級護膚品牌在香港開設亞洲首間旗艦店
Caudalie以香港為根據點，拓展亞太區的零售及分銷業務

Caudalie 是首間發現葡萄抗氧化功效並為其成份取得專利
的護膚品品牌，於去年11 月在香港歌賦街開設了其
亞洲區首間旗艦店。兩層高的旗艦店內提供
品牌全系列護膚品及特色美容護理，一
方面照顧本地客人的護膚需要，同時
作為品牌陳列室，向亞太區內目標顧
客展示。

體現品牌的精髓，讓本港及國際顧客盡情體驗。作為護膚
品生產商，Caudalie 在香港採取另一套市場策
略。在歐洲，當地消費者信賴藥房提供的
護膚意見，因此Caudalie 在當地的主
要分銷網絡都是藥房。Ossola 解釋：
「Caudalie 能夠在眾多的藥房護
膚品品牌中脫穎而出，

Caudalie 香港公司亞太區總監
Cecile Ossola 表示：「香港是
亞洲市場的重要門戶，非常接
近我們的目標市場 ─ 中國內
地。香港為企業提供多項優勢，
無疑是發展零售業務的理想起
點。」
香港是Caudalie 繼巴黎及紐約
以外，在全球開設的第三間地區
辦事處。香港公司負責管理亞洲
區內子公司及分銷商，並提供市
場營銷及傳訊方面的指導方向，
以支持快速增長的業務。

糅合大自然、科技與奢華的元素
Caudalie 並非首度引進本地美容業市場。數年前開
始，Caudalie 的產品已在香港的指定零售店進行銷售，逐
步建立起客戶基礎且獲好評如潮，亦因此令Caudalie 決定
在香港成立旗艦店。
Ossola 表示：「在紐約、巴西、巴黎及米蘭開設了專門店
後，我們發現有必要傳達品牌價值及品牌故事。在所有
的專門店內，我們重新演繹了來自史密斯‧ 拉菲特酒莊
（Château Smith Haut Lafitte）家族葡萄園的靈感，並以尊
貴的設計、精細的物料及清晰易明的展示方式，解釋我們來
自葡萄及葡萄藤的專利成份及科研成果。」
該旗艦店佔兩層單位，在一樓及地面樓層後庭位置均設有
護理空間，首次為亞洲區客人帶來特色護理療程，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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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為我們的產品除了高效，
在包裝設計和市場營銷方面也
十分吸引，這為我們在追求高
級護膚品及美容療程
的亞洲客戶市場中提供競爭優
勢。」
在Caudalie 的業務擴充過程
中，Ossola 認為投資推廣署
的服務非常有幫助。她總結：「
無論是與店舖業主商討或進行
會議，投資推廣署的專員總是
細心聆聽和熱心幫忙。通過在
香港取得的經驗，我們在亞洲
其他國家拓展業務時，必定更得心應手。」

Caudalie
• Caudalie於1995年由Mathilde 及 Bertrand Thomas夫婦
創立
• 家族式經營，總部位於巴黎，在超過25個國家設有業務
• 採用最新的技術從葡萄及葡萄藤中抽取珍貴成分的高級
護膚品品牌
www.caudalie.com

化妝品

“ 本公司選擇在香港開設地區業務支援
部門有幾個原因，包括交通方便、優秀的
顧問服務，而國際級零售業務和高級消
費產品在香港的市場也十分興旺。”
Aesop Hong Kong
亞太區總經理
Nicholas Mulcahy

Aesop在港開設地區總部
香港精彩的傳統文化、開放的國際面貌和都市活力，助全球美容品牌Aesop在紀念成立25
週年之際，開展業務成長的另一旅程
2010年底Aesop在上環區開設首個香港辦事處，接著在同
一條街上另設地區業務小組，以支持亞太區內有關業務拓
展、市場推廣、零售培訓以至零售策劃及發展等工作。亞太
區總經理Nicholas Mulcahy表示：「本公司選擇在香港開設
地區業務支援部門有幾個原因，包括交通方便、優秀的顧問
服務，而國際級零售業務和高級消費產品在香港的市場也
十分興旺。我們已視上環為家。」
香港團隊目前約有40人，明年人手或會倍增。Mulcahy說：「
只有我是外籍員工，雖然不少本地同事曾在外國生活、留學
或工作。本公司的全球策略是盡量聘用本地人，而我們在香
港聘請到的人才在各方面的表現都非常優秀。」

作。
Mulcahy在正式遷居香港前曾來港十多次，他坦言十分喜歡
這個城市：「香港是與全球聯繫發達的商業城市，並且努力
保持本身在全球商務上的地位，能享受到來自世界各地的美
食、名茶、美酒；但另方面，本地也有國際化的藝術文化活動
和遠足地點，以及在雨後的群山美景。在個人方面，我很高
興長子能在香港其中一家最好的學校讀書，這點令作為家長
的我最為欣慰。」

全球市場需求漸增
Aesop有一大部分業務位於亞太區（包括澳洲），但是過去
幾年歐美業務的增長迅速。該公司的興趣在於提升與公司
價值相符的業務增長，但不會刻意成為任何市場的先行者
或爭取最大市場份額。據Mulcahy表示，公司的最大特色在
於創新和品質，而不在於分店數量。
Aesop計劃在香港增開分店，近期已經在太古城中心、希慎
廣場及德福廣場開設新店，並且加強與本地文化藝術界合

Aesop Hong Kong
• 1987在澳洲墨爾本創立
• 產品除於網上發售，也在全球50多家專門店有售，這些分
店位於香港、巴黎、東京、紐約等主要城市。百貨公司專櫃
為另一銷售渠道
• 在香港設有六家分店，另在百貨公司也設有銷售點
• 產品包括護膚品、護髮品、身體護理及香熏等
www.aeso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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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妝品
行業概覽
化妝品店和藥房，及百貨公司藥物
和化妝品部門的零售業銷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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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器用品/
攝影產品

成衣/面料

珠寶首飾及鐘錶

皮革/
合成物品

資料來源：香港旅遊發展局2013

香港的相關機構
香港化妝品技術資源中心

香港化粧品同業協會

香港海關

電郵：enquiry@hkctr.com
www.hkctr.com

電郵：info@cosmetic.org.hk
www.cosmetic.org.hk

www.customs.gov.hk

香港零售管理協會
電郵：admin@hkrma.org
www.hkrma.org

展銷會/貿易展覽
活動

場地

網頁

亞太區美容展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www.cosmoprof-asia.com

亞洲天然及有機產品博覽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www.naturalproducts.com.hk

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匯星廳

www.iesg.com.hk

姊妹美容專業展銷會

有關詳情 歡迎聯繫
消費產品行業主管 梁耀云
香港中環紅棉路8號東昌大廈25樓
電話：(852) 3107 1082
傳真：(852) 3107 9007
電郵：aleung@investhk.gov.hk

投資推廣署是香港特區政府屬下部門，專責為香港促進外來直接投資。本署致力協助海外及內地企業在香港開業
和發展業務，與客戶建立長遠的伙伴關係，在客戶來港發展的各個階段，免費提供專業支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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