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訂單不理想 匹克溢利勁跌60%

從小販到耀才老細 從不信命

葉茂林成功之道在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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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兆禧任阿里CEO
阿里巴巴集團昨天宣布，集團首席數據官陸兆禧

將接任阿里巴巴集團馬雲行政總裁（CEO）一職，從
今年5月10日生效。屆時馬雲將辭任行政總裁，然而
繼續擔任集團董事局主席，參與集團的業務戰略和管
理發展。

陸兆禧於2000年加入阿里巴巴集團，服務公司已
經超過十年，任職期間曾先後領導支付寶、淘寶網及
阿里巴巴B2B三大業務，其成就包括帶領淘寶網將電
子商務推廣到數以百萬計的中國消費者。此外，於陸
兆禧領導期間，淘寶網的交易額增長了八倍。自2012
年7月起出任首席數據官，負責推進集團 「數據分享
平台」戰略，以讓小企業受益。他同時擔任阿里巴巴
集團執行副總裁，分管集團旗下的數據平台事業部、
信息平台事業部和雲OS事業部。

馬雲在任命信件中說，陸兆禧 「有自己獨特的領
導風格和魅力。對新事務的欣賞和學習能力，對關鍵
問題的判斷和決斷力，以及強大的執行力令人印象深
刻。更重要的是，在集團13年的經歷造就了他樂觀且
堅韌不拔的毅力，和對小企業、消費者的忠誠和感恩
。」他感嘆： 「出任集團CEO是個極具挑戰和艱難的
工作，特別是接任我這麼一位創始人CEO的班。」

台壹傳媒買家團已補件
據台灣中央社昨日消息， 「台灣公平交易委員會」（公

平會）昨表示，壹傳媒（00282）交易案參與者已經補件，
目前該會正了解補件內容。

壹傳媒交易案須在3月27日前完成，公平會已經要求壹
傳媒交易案相關參與者補件，截止日期為11日。該會官員表
示，壹傳媒交易案參與者已經補件，目前正在了解補件的內
容。

根據公平會的要求，旺旺中時集團總裁蔡衍明必須提供
中時、工商時報、時報資訊的營運狀況等資料，作為公平會
准駁的參考。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董事長辜仲諒也必須說明
如何將媒體、金融分離。

此外，四位買家要向公平會分析財務投資狀況、風險，
投資壹傳媒之後，新壹傳媒股東的股權結構、營運概況如何
，例如誰會是壹傳媒董事長、誰經營壹傳媒等。四位買家也
要說明清楚契約內容是否涉及股權轉移的優先權。

■周大福首兩月銷售減2%
周大福（01929）昨公布，今年初至2月底期間，同店銷

售減少2%，同店銷量減少3%，公司稱跌幅歸因於去年同期
比較基數甚高，而中國內地的同店銷售增長疲弱。若以地域
計算，香港及澳門市場銷售及銷量分別錄得5%及16%增長；
中國內地則分別減少7%及10%。公司指出，由於中國內地當
前市場氣氛疲弱，管理層預期新零售點可能需較長時間方可
步入增長期。集團期內淨開設32個零售點，至2月底，零售
點增至1834個。

■吉利首兩月售9.5萬部升23%
吉利汽車（00175）公布，2月份總銷量錄得31486部，

較去年同期減少約20%。集團解釋，期內銷量減少主要由於
正值春節假期，導致工作日減少。總計首兩個月總銷量為
95000部，同比增長約23%。當中， 「帝豪」、 「英倫汽車
」及 「全球鷹」品牌的銷量，同比增加介乎18%至33%，分
別至31863部、29236部及33901部。另外，首兩個月總出口
量為15252部，按年增長約38%。

■南商銀行推人幣定期存款
中證監放寬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予本

港的金融機構申請，本港銀行開始積極吸納人民幣存款。南
洋商業銀行昨日宣布，為吸引優質的新客戶，繼續推出 「南
商理財 『金』獎賞定期存款」。該計劃為338天人民幣定期
存款，並將分三個階段派息，年利率高達3.38%，平均利率
亦達2.88%。起存金額為2萬人民幣，客戶可兼享30點子兌換
優惠。除全新理財客戶外，為回饋現有客戶，南商同時推出
「南商188人民幣定期存款」推廣，只需2萬元人民幣起存期

188天即可享優惠年利率2.38%。

體育用品股幾近遭庫存淹死，匹克體育（01968
）2012年股東應佔溢利勁跌60%，只有3.1億元，遠遜
市場預期，董事會擬派末期息每股3仙，另加派特別
息每股2仙，務求箍緊股民心。繼李寧（02331）不再
公布訂貨會數據後，匹克亦加入不再公布訂貨會結
果。分析員直言，體育用品行業前景堪虞。

匹克的存貨周轉天數雖然較中期有所改善，但
仍由2011年底的49天飆升至80日，應收帳更由66天抽
高至129天，管理層解釋，主要為支援分銷商而容許
延遲付款所致。

有分析員引述管理層表示，集團存貨約為4.5至5
個月，相比高峰期時的6個月有所回落。不過，集團
毛利率大幅降至36.5%，管理層直言，由於加大對分
銷商的補貼力度，今年毛利率仍有壓力。

體育用品股的訂貨會成績一直未如理想，匹克
首席執行官許志華表示，集團在訂貨會取得的期貨
訂單與補單比率持續下降，在不可比的大前提下，
決定不再公布訂貨會訂單結果，相信最少要兩年時
間，才可令訂貨模式穩定下來。

集團同時公布，按零售價格計劃，去年第四季
零售網點同店銷售額按年持平，首席財務官兼公司
秘書蔡家豪表示，今年1至2月份同店銷售亦有改善

，惟拒絕透露具體細節。

零售網點減少1323個
蔡家豪提到，由於集團的借貸利息成本平均息

率只約2%，故透過 「內保外貸」的方案，目前暫無
其他融資方案。他續說，集團每股淨現金約2元，高
於現股價，加上經營現金流仍屬正面，在年內不會
再有大型擴產計劃下，資金相對充裕，董事會建議
增加去年的派息。

去年集團授權經營零售網點數目約6483個，按
年大幅減少1323個，許志華表示，將持續優化及調
整銷售渠道，目標網點數目維持在6000個水平，意
味今年將再減少近500個網點。

匹克業績較市場預期差距甚大，該股昨午公布
業績後迅速下挫，急跌4.3%至1.34元低位，收報1.37
元，跌2.1%。

簡訊

「耀才證券，是你首選！」
耀才證券（01428）在2010年上
市前，特意找來藝人兼素有金牌
司儀之稱的何守信出任代言人，
這句廣告口號可謂街知巷聞。創
辦人葉茂林表示，當年為耀才證
券改名的由來緣於要 「光宗耀祖
、耀武揚威」，才則是取 「財」
的諧音，他揚言 「總之一係唔做
，一做就要做到最好！」

耀才證券的前身是1992年成
立的耀才投資，其後在1995年成
立耀才期貨，開業宗旨是 「以客
為先、服務第一」，致力提供 「
茶餐廳收費，六星級服務」的證
券及期貨交易服務。

本港的證券市場在上世紀90
年代非常活躍，靠佣金為生的證
券經紀，佣金相等於每宗交易
0.25%，直到2003年本港取消證
券交易最低佣金制，本地華資行
耀才證券先拔頭籌，大幅降低佣
金水平至0.05%，以搶佔新客戶
，每單交易佣金低至3.6港元，
隨即掀起一輪佣金降價潮。葉茂
林揚言，靠低佣金招徠並非要 「
頂爛市」，只是同業間各有各
做。

以超低經紀佣金打響名堂的
耀才證券，去年10月創新推出股
票分期供款計劃，創證券界先
河。

這項計劃等同變種的股票孖展服務，
投資者只需以三成本金，餘下七成由耀才
提供貸款，利率為最優惠利率（P）減
1.75厘，息口相等於3.5厘，便可即時購入
包括藍籌股等60隻指定股票，一年還款期
，相等於用3元炒價值10元的股票，最特
別之處是保證不會強制平倉，投資者亦可
節省存倉費及年費。

不過，有學者指出，該計劃涉及孖展
成份，提醒投資者需要留意槓桿風險。在
推出之時，更一度有傳言指這計劃遭證監
會叫停。

「巿民現時已很難買到樓，首期幾十
萬，第一桶金如何存下來？」葉茂林直言
，現時本港樓價升幅驚人，銀行定期存款
息口幾近等於零，要上車難於登天，倒不
如趁股票市場前景仍然看俏，以供錢的方
式投資股市，多少不拘，最重要是量力而
為。

港府連番出招遏抑過熱的樓市， 「辣招」 一
加再加，幾近杜絕商舖 「摸貨」 ，在物業市場投
資有近20年經驗的葉茂林直言，對今年本港樓市
不看好，反而隨內地開放金融市場，他更看好
股票市場，認為炒股好過炒舖。揚言不相信命運
的他，說到成功之道，莫過於一個 「勤」 字。

本報記者 李潔儀

「依家全部 『天棚價』，冇
得炒啦！」葉茂林接受訪問時認
為，政府出招調整住宅物業，投

資者賺錢機會減少，寫字樓又面對外資撤退，至於受惠自由行
帶旺的商舖市道，再上升的機會難，在種種跡象來看，他並不
看好今年本港所有物業市場。

佐敦巨舖帳面賺逾倍
不過，葉茂林早年投資商舖可謂 「賺到笑」，去年以1.8

億元賺入佐敦巨舖，雖然較前兩手業主分別以1.2億及1.4億元
投得為貴，但持貨6個月市值已升至4億元，帳面賺超過1倍。

除了經營耀才證券（01428）業務，私人的商舖投資得心
應手，葉茂林還投資以往盛極一時的Disco（的士高）業務，
目前持有中環Billion、Beijing Club及Magmum3間的士高，短
期再於中環開設第4間的士高。

葉茂林早前向傳媒透露，長遠有意安排的士高業務上市。
「（上市）十劃未有一撇！」葉茂林澄清，的士高業務僅為私

人投資，相關業務的物業全部屬於租舖。他笑言一向習慣買鑽
石，即是以數億元購入2000至3000呎的店舖，相比起儼如翡翠
的大型物業，鑽石較翡翠更穩陣，一旦市況逆轉，亦較易覓得
租客。

的士高業務擬上市
然而，他亦有睇錯市的時候，在1981年時任美國總統的列

根（Ronald Wilson Reagan）遭槍手暗殺，葉茂林估計股市
會大跌，資金追捧黃金等資產作為避險，故「身」買入大量黃
金，惟因列根吉人天相沒死掉，金價亦調頭回落，令葉茂林輸
掉80%的身家。

童年時嘗過豬油膏撈飯的日子，中學畢業後旺角康樂街（
即著名的雀仔街）當小販擺賣雜貨，例如牙刷、毛巾，甚至是
禾花雀。 「人就話手停口停，我（小販）就係口停口停，
sell（推銷）唔到就冇啦！」葉茂林憶起，當年賣一隻禾花
雀要數十元，以當年的物價來計算，也算是貴價物。

經營小販擺賣，一做便超過十年。 「做小販對以後行路
係有根基，但手搵錢難。」葉茂林提起到了30歲，在機緣巧合
下，經友人介紹經營買賣成衣出口配額，當時為求交易成功，
要不怕 「面懵」逐家拍門求生意。他續說，當年成衣出口配額
昂貴，每次賺錢均會再投資購買配額，情況就好像買樓收租一
樣，賣家出價每打100元，他便叫價110元，總之要夠快夠狠，
切記賺夠便收手。

葉茂林笑言自己從來不信命運，一切要靠磨練，一字記之
曰： 「勤」，只要比別人勤力，更要快人一步，凡事要先天下
之憂而憂，成功便在望。

人物專訪

白手興家的葉茂林，由年少時以小販擺賣為
生，到買賣成衣出口配額賺上第一桶金，直到創
辦耀才證券，凡事都親力親為，年屆花甲之年的
他，仍然 「計仔」多多，一天只睡五個小時，滿
腦子也是發展業務的 「idea」，不過人生總得停
下來，他希望3年後可全身而退，坐郵輪嘆世界。

說話時總是笑容滿臉的葉茂林，每晚習慣凌
晨二時才睡覺，審閱文件、想 「計仔」，正是入
睡前要幹的事，到早上7點便起床上班。 「果個豬
仔錢罌計劃（股票分期供款計劃）都係我諗出
。」提到公司首創、已吸引數百名散戶參與的
股票分期供款計劃，葉茂林頓感滿足。

自從2005年創辦耀才證券以來，葉茂林一直

未有停下來。 「我好多年無放大假啦！」葉茂林
笑言，希望3年後可以退休，讓年輕一輩接掌公司
的業務。

葉茂林育有七名子女，其中二女葉穎恩去年5
月加入耀才證券當行政總裁助理，現已成為集團
董事總經理。葉茂林直言對子女沒多大要求，最
重要是 「勤」，亦要居安思危，危機感不可或缺
，至於能否成為接班人，則暫在 「磨練中」。

葉茂林表示，閒來愛出海暢泳，在水中讓四
肢平衡伸展，他亦已想好退休後的第一站─坐
郵輪嘆世界！他透露，最想到訪的是中東地區，
尤其是摩洛哥，好讓他親身體驗一下醉人的異國
風情。

望3年後退休嘆世界

葉茂林小檔案
．耀才證券創辦人

．綽號 「Money Hunter」

．年少時靠小販擺賣為生

．炒賣成衣出口配額賺第一桶金

．擅長投資商舖物業

．成功秘訣靠 「勤力」

▲

葉茂林希望3年後可
全身而退，坐郵輪嘆
世界

▲以超低經紀佣金打
響名堂的耀才證券，
去年10月創新推出股
票分期供款計劃，創
證券界先河

▲在耀才公司的投資大廳內，座無虛席

▲左起：匹克體育首席財務官兼公司秘書蔡家豪
、主席許景南及首席執行官許志華 本報攝

▲興達國際
董事長劉錦
蘭
本報記者
賀鵬飛攝

興達料今年純利增兩成

【本報記者賀鵬飛、強薇北京十一日電】受內地
市場萎縮影響，中國最大的子午線輪胎鋼簾線生產商
興達國際（01899）去年上半年純利同比下跌逾四成
。不過興達國際董事長劉錦蘭透露，從去年10月開始
，公司盈利已開始逐漸回升，預計全年純利降幅會大
大收窄，而今年純利則有望增長兩成左右。

正在北京出席全國兩會的劉錦蘭接受採訪時指出
，去年興達國際產品訂單及銷售收入均較前年有所增
長，但由於產品價格平均下降10%左右，且勞動力、
電價等生產成本上升，導致公司盈利下滑。其中最差
的一個月利潤一度下跌近五成，但此後見底反彈，10
月份後利潤開始實現同比正增長。

踏入2013年，在國內外市場復蘇的帶動下，興達

國際的盈利情況進一步好轉。劉錦蘭同時表示，公司
流動資金非常充裕，資產負債率也在持續改善。截至
今年2月底為止，公司的資產負債率下降1.37個百分
點，目前僅有35%左右，且仍在繼續下降。

另外，劉錦蘭認為新一屆中央政府已經明確提出
，大力推進城鎮化戰略，繼續擴大內需，預計在基建
、保障房等方面的投資將會進一步增加，由此將會刺
激工程車輪胎需求，從而帶動鋼簾線行業復蘇。因此
，今明兩年內地鋼簾線行業將會緩慢復蘇，但無法恢
復到之前的最好水平，預計到2015年全行業才能實現
完全復蘇。

在此情況下，興達國際將在內地市場採取相對穩
健的發展戰略，暫時不會擴大生產規模，轉而致力於
技術改造，提高生產自動化和信息化水平，降低生產
成本。而在國際市場方面，興達國際經過十幾年的長
期積累，終於迎來爆發式增長。去年公司產品已經出
口到歐洲、美國、巴西、印度等28個國家，出口產品
佔到總銷量的30%左右。今年公司將進一步擴大出口
，預計全年出口產品會大幅增長，將佔到總銷量的
40%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