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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不少同業，甚至一貫賣開貴價鐘錶的
公司齊齊「降呢」攻中價市場。面對愈

來愈激烈的競爭，早着先機的黃錦成淡定
指：「一碗粥一個人食食得飽，十個人食就
無個飽，」所以他要走快同行一步。自由行
來港放緩，就讓他們不來香港也可以買錶。
他透露，現時其侄子、九表業務發展部經理
黃家恒（Kevin）所負責的網上平台正是轉型
的第一步。

家族IT人才輩出 搞網購無難度
黃錦成形容為「好有計」的Kevin，近年幫

九表注入不少新元素，包括增加新派概念店
及請名人紅星造勢，令此花甲品牌的形象年
輕不少。另外黃錦成的弟弟黃錦輝既是香港
資訊科技聯會會長，亦是中大工程學院副院
長，家族又有人於微軟（Microsoft）及英特
爾（intel）工作，足以令技術與營銷完美結
合，難怪黃氏對網上平台好有信心，預計明
年上線後反應會好好。

品質服務吸客 放心交棒第三代
市場變化萬千，人人求變心切，但歷經風雨
的九表絕非要改頭換面，黃錦輝深信老牌子的
「信得過、靠得住」理念仍然吸客，因為「鐘
錶技術好專業，公司有自己的修錶師傅長駐門
市，其他人是沒有的；賣每隻錶前要經檢驗及
校準，達至最佳品質，又提供售後服務，公司
才得到客人信任及尊重」。公司主要客仔，一
班被「假到怕」的內地客亦很吃這套。
坊間左一句富不過三代，右一句封塵守舊，
往往不看好家族生意。當年父親因肝病去世，
24歲就頂硬上接手九表的黃錦成淡淡然指：「兩
年前有人問過我，你都60幾歲啦，仲可以做幾
耐？」其實他早為代代相傳做好準備，本着有
能者居之的心態，今年已默默將重任交予弟弟
黃錦輝，亦已培訓好第三代接班人，即是他的
寶貝女黃雅芝（Angie）及Kevin，自己將退居
幕後做顧問軍師。
走過多少順流逆流，問到放手可有不捨？
坐在黃錦成兩側的Kevin及Angie不待他哼聲
已搶住代答，「佢仲係顧問，會繼續給予意
見。」黃氏惟有攤攤手，一切盡在不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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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 年 五 一 黃 金 周 「 甩

色」，本港零售銷售數據突

開倒車，一時又話要減20%

自由行，連大行美林美銀都預測，若內

地一簽多行簽註數目減半，最壞或令零

售銷售增長降低近3個百分點，多重陰

霾令行業急急求變。最近「五一」生意

跌三成的九龍表行，雖然生意近八成來

自自由行，但董事總經理黃錦成早於幾

年前已發崛內地中產商機，自由行不再

只賣貴價錶，公司早早提供中價選擇，

搶攻中價錶斷層。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方楚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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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錦成：
要食飽就要快人一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
茵）黃錦成年輕時，以首名佳績
從名牌男校畢業，更獲推薦到美
國讀其喜愛的飛機工程，在艱難
時刻被挽留下來肩負起家族企

業，這擔子一挑幾十年。今天棒子交
到第三代手中，畢業自美國紐約大學
政治學、有着一口流利英語、八十後
的Kevin卻似走上同一條路。
單看背景，難以和鐘錶扯上關係的

Kevin坦誠對政治很有興趣，但挑起九
表重擔的他卻不覺犧牲。「家族精神
亦很重要，鐘錶和政治雖然不同，但
伯父給自己機會，又全部擺係枱面教
你，就當一次slow study，讓自己重新

成長，重新認識九表幾十年的家族精
神。」

過五關挑起家族重擔
年輕人均喜歡新嘗試，偏偏廿多歲
的Kevin卻欣賞到九表的深厚內涵，亦
不怕辛苦投身家族事業。這趟「slow
study」至少5年，全部經過黃錦成精心
策劃，第一步先要融入基層同事，才
可以知人善任，得到最佳效果；第二
步就要開始承擔項目，把所學加以應
用；第三步學習擔任部門主管，學習
成敗，強化公司；第四步，就是要再
進修讀MBA（工商管理碩士），皆因
讀MBA可以加強分析力，令視野更宏

觀；第五步才可加入董事局。
現時，Kevin可謂公私兩忙，一方面

計劃年底結婚，另一方面正在修讀
MBA，木人巷打到第四關，又要負責
公司事務，擔子絕對不輕。

太子女變「空中飛人」
相反，坐在一旁的Angie相對沉靜，
往往只在父親或堂弟發言間充當補充
角色，卻更凸顯她對公司的了解。
Angie其實早已闖關成功，讀經濟學

的她自華盛頓大學畢業後，於2004年
加入九表，曾被派遣到上海學做零售
批發，由低做起。同事對太子女避
忌，她以實戰證明能力，現時主力負
責發展國際出口業務，經常四圍飛，
變身「空中飛人」。Kevin對這位堂姐
亦讚不絕口，指對方「好 tough（堅
韌）好叻」，自愧不如。

第三代放下政治理想接棒

■九龍表行推出中價錶吸引內地客。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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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
茵）黃錦成掌舵九表40多年，絕
對是公司的靈魂人物。為了傳
承，他稱得上是「捉住隻手來教
新一代」，更以身作則，經常深

夜還在分店工作，但其設計的5年計劃
卻為自己帶來無窮壓力。
皆因第三代慢慢摸索前路，5年計劃
難說長短，但「走到一半或5年後才發
現不可行，就白白浪費5年時間」。自
言現在「仲驚緊」的黃錦成，在多年
的恐懼中最安慰莫不過是看見Kevin及

Angie茁壯成長，增強了兩代溝通之
餘，亦令九表發展得更好。

擬暑假書展推出
黃錦成亦慢慢學會放手，把重責卸下

給新一代，退居幕後當軍師。現時他沉迷
另一門事業，爬格子著書，最新作品名為
《調情》，即調教感情，主力探討人際關
係，又深入研究中大EMBA課程主任陳
志輝教授有關市場學的左右圈理論，將之
融入。他更已去信請教陳志輝及申請於著
作中使用其理論。

其實，黃錦成本身已是人際關係專
家，對家族盡責且抱着「放棄自我，
喜歡苦樂」的智慧。若讀者有興趣，
就要留意暑假書展，聽講《調情》到
時亦會與大家見面。

黃錦成著書鑽研市場學理論
孜
孜
不
倦

■黃錦成
最近沉迷
於爬格子
著書。
張偉民 攝

■■右起︰九龍表行董事總經理黃右起︰九龍表行董事總經理黃
錦成錦成、、業務發展經理黃家恒業務發展經理黃家恒、、執執
行董事黃雅芝行董事黃雅芝。。 張偉民張偉民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美國
就業數據理想，刺激道指和標指繼續破
頂，上周五收市分別升88點至16,924
點，以及升8點至1,949點，同時創新
高。市場人士指，美股牛氣沖天，標指

未來數周可望上闖2,000點大關。不過美股的
強勢未有為港股帶來明顯的推動，港股的美
國預託證券（ADR）上周五只能微升，當中
滙控（0005）升 0.2%、中移動（0941）升
0.4%，按比例計算，今日港股只能略為高開
30點。

關注內地經濟數據
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師葉尚志稱，港股的成交

量未有改善，總體仍是觀望氣氛佔主導，這樣
大市是難以突破，加上世界盃快將開鑼，預計
成交進一步萎縮，短線恒指會回落至22,600至
22,800點支持區，如果能守穩，世界盃期內仍可
緩步上揚。他續指，目前歐洲央行和人民銀行
均傾向寬鬆貨幣政策，是利好股市的主要因素。
另外，內地新一輪宏觀經濟數據，即將在今周
公布，這將是市場焦點。
永豐金融集團研究部主管涂國彬表示，港

股早前已經測試過23,200點這關口，發現阻
力仍強，遂令港股在連升近兩個月後開始出
現沽壓。他指雖然美股連創新高，升力強
勁；歐洲亦減息至進入負利率時代，並準備
推出一系列量寬措施。反觀中國經濟數據雖
然疲軟，暫未見有明顯的寬鬆政策，壓抑A股
與港股升幅，預期短期內，恒指只會在
23,000點徘徊，除非外圍出現重大利好或利
淡因素，才會令指數向上或向下突破。

市場憧憬定向降準
目前市場最為看好，是內地可能推出的

「定向降準」措施，這將有利中資金融股繼
續造好。涂國彬認為，內銀股自5月初以來，
開始穩步回升，目前已接近甚至升穿阻力位
水平，相信未來還有上升空間。
近期本港新盤銷情佳，二手市場亦回暖，
加上地產股大股東及投資銀行「出口」力撐
地產股，令本港地產股有望起支撐港股的作
用。他指美國長債孳息率下跌，港府又低價
賣地，令地產股近期有資金吸納，但投資者
需小心的是大部分地產股已屆短期高位，加
上美國十年期債息本周起已見回升趨勢，故
地產股短線或會受壓。
另外，本港的基本因素亦有可能轉差，首
先是內地經濟未見好轉，但本港零售業增速
已見放慢，加上未來將研究削減自由行人
數，以及5月份滙豐香港的PMI微跌，均顯示
營商環境輕微轉差。這亦是港股遲遲不能向
上突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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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觀望氣氛主導
本港ADR上周五於美國表現
股份 ADR於美國 較上周五

收報(港元) 港股變化(%)
滙控(0005) 81.34 +0.23
中移動(0941) 75.87 +0.42
中海油(0883) 13.20 +0.34
中石化(0386) 7.15 +0.11
聯通(0762) 11.38 +0.36
國壽(2628) 21.25 -0.22
中石油(0857) 9.33 -0.42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明曄）現代牧
業（1117）總裁高麗娜表示，集團下游業
務今年所產牛奶的銷售目標要比去年的
3.2億元（人民幣，下同）翻一倍至6億
元，以目前來看更可能會超額完成。她
指，自有品牌對收入貢獻佔10%，高温奶
產品亦受消費者認可，估計今年自有品牌
對收入貢獻可再增加兩三個百分點。集團
今年會主攻低溫奶市場，「由於低溫奶的
保存期短，我們相信未來市場需求會是最
大的。」
在低溫奶市場的拓展上，高麗娜稱，現在
北京有賣低溫奶的自有品牌，並打算明年打
入南方市場。如果成功，現代牧業就成為唯
一一家把低溫奶品牌推到全國的公司，「由
於保質期短，奶源決定了低溫奶的銷售市場。
公司是全國布局，因此可以做到。」

暫不加價 無意攻港
高麗娜希望爭取在牛奶行業上超越日本，
不過未來3年至5年會先主力在中國內地發
展。產品價格今年內不會調整，亦未有計劃
打入香港，「了解內地品牌在香港均賣得不
太好，所以暫時不會進入香港。」
另外，她指集團今年的銷售網絡亦會翻
倍，「我們的經銷商增長了很多，當中大
部分是超市和便利店。」她指飲品在內地
一、二線均有銷售點，有些省份在三線都
有，當中以上海銷售得較好，有一些單店
的銷量更比『特侖蘇』好，可能是消費者
比較理性。

不賣廣告 免惹競爭
高麗娜亦稱，公司今年只會加大電商的
銷售，並不會賣廣告。「我們去年一個廣
告都沒有打，仍賣了3個億。首先我們覺
得賣廣告會引來競爭，其次是不想把賣牛
奶的錢放入廣告上，因為不需要。」她表
示，只要有人飲過一次，就會覺得好，賣
廣告沒有意義。
問及品牌會否對大股東蒙牛構成競爭，

高麗娜回答時嘆了一口氣，「品牌競爭一
定有，但現代牧業現在有70%奶源必須提
供給蒙牛，當中仍然有差距，因此相信不
會有影響。」她指到2018年原料奶供應協
議將會到期，但公司仍然需要找企業合
作，由於蒙牛是公司大股東，所以如果有
戰略協議的話蒙牛一定會優先。
至於早前公司訂立2015年年產100噸奶的

目標，高麗娜指公司現時已有11萬頭奶牛，
平均日產奶8.7噸，並會由歐美進口高級奶
牛，再混血改良並提高每頭牛的產奶量，有
信心可達成目標。她又預計明年行業的高級
奶平均價格仍有小幅增長，公司的高級奶源
售價則會由均價的4.7元升到5元。

嚴格審奶 國際認可
現代牧業的自有品牌奶經嚴格評審，近日

更獲世界食品品質評鑒大會（Monde Se-
lection）頒發食品類別金獎，產品得到國際
肯定，但高麗娜卻仍有一事覺得迷惑，就是
股價。「這次的股東會也有股東問到，我們

的奶很多，業績很好，但為甚麼股價一直在
波動，又升不上去？我們實在解釋不到，可
能香港的投資者對於奶價過分敏感。」
另外，她認為不應該以上年奶價作為指

標，因為去年出現很多突發事件令奶價上
升。就自然規律而言，奶價最低迷的時候
是第三季，最好是第四季，因為中國人重
節日，消費會上升。長遠而言，市場的供
需缺口仍有差距，且奶價不能跌太多，
「如果價太低，牛農難以為計就會賣牛，
然後就會缺牛，出現惡性循環。」
投行瑞信上周五的報告指，乳業股近日

股價表現波動，相信是受到市場情緒影
響，因投資者憂慮奶價下跌多於基本面。
該行下調現代牧業每股盈利預測3%至
4%，目標價由4.5港元降至4.1港元，但
評級維持跑贏大市。

■高麗娜指，高温奶產品受消費者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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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牧業拓低溫奶市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