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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美聯儲上周議息會議後維持現行利率不
變，據路透社調查顯示，分析師認為美聯儲12月加息的機率
為60%。上周五至本周二期間接受調查的93位分析師中，有
72位預計12月是美聯儲最有可能加息的月份。
美聯儲實施近10年來首次加息的時點，是數月來全球金融

市場討論最多的話題之一，預測機構和交易商一直難下判
斷。摩根士丹利美國首席分析師Ellen Zentner在報告中稱，
美聯儲今年加息的時間窗口已經縮小，雖然12月仍有可能，
但今年加息並非板上釘釘。
儘管失業率接近與充分就業一致的水平，且第二季經濟增

長3.7%，但美聯儲上周會議的論調以及對經濟增長的預期顯
示，其立場較原先更加溫和，這或許令情勢變得更加不明
朗。

部分分析師預期明年才加息
最新調查中，只有9位分析師預計美聯儲會在10月採取行

動，更多經濟學家認為10月加息機率只有20%。餘下的12位
分析師預期加息時間在2016年，其中8位預計是在2016年第
一季。
雖然早在美聯儲9月的會議前，僅有略超半數的受訪分析
師預計美聯儲維持利率不變，但預測人士對美聯儲上周的不
加息決定是否正確存在不同看法，有40位經濟學家認為美聯
儲這樣做是正確的，而另外41位則持反對意見。
渣打銀行分析師Thomas Costerg表示，美聯儲有可能在過

長時間裡維持了過低利率，目前金融環境變得過於寬鬆，有
可能助長資產泡沫。對於美聯儲主席耶倫將中國經濟放緩加
入美國加息的考慮因素，Costerg稱，「關注窗外事是好的，
但美聯儲也得看好自家的爐子」。

思捷年度勁蝕37億 歷來最差
中國商譽減值25億拖累 料新業務模式助扭虧

調查：美六成機會12月加息

內
地
數
據
差

港
股
難
守
二
萬
一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吳婉玲) 近日備受負

面消息困擾的思捷環球(0330)，受中國商譽

減值25.12億元影響，昨公佈截至6月底止

的全年業績由盈轉虧，勁蝕36.96億元，為

公司1993年上市以來最差。執行董事兼行

政總裁馬浩思相信，公司新推出的「垂直

業務模式」有助公司銷售情況改善，或可

轉虧為盈，今年度開店態度審慎。另外，

早前有傳公司被財匯局調查，他認為對品

牌造成傷害，亦誤導投資者，當局應調查

傳聞流出的原因。

思捷環球（0330）是由香港製衣
大王邢李火原創立的，以「ESPRIT」
品牌打響知名度。在他帶領下，思
捷曾是香港最著名的服飾品牌，其
連鎖店遍佈全球，公司市值最高接

近二千億元，是基金愛股，一度被視為港股中的
「零售股王」。但邢李火原於2008年辭去所有職務
後，思捷逐漸開始走下坡，近年來業績多次「見
紅」，2013年更被踢出藍籌股行列。

曾為年輕人心目中「最潮品牌」
邢李㷧於 1972 年成為「ESPRIT」的香港代理

商，之後組建了思捷環球大力發展該品牌，上世紀
80年代，公司開啟了快速設計生產上新、大幅縮短
供應鏈的創新模式，在當時可謂是「快時尚」，是
年輕人心目中的「最潮品牌」。1993年公司在香港
上市，之後聲勢愈來愈旺，其連鎖店曾遍佈全球，
在英國最熱鬧的市中心設有很大的門店，被譽為亞
洲企業在歐洲發展成功的典範。

公司股價也成倍飆升，2002年12月成為恒指成
份股之一，被喻為港股中的「零售股王」，公司
市值曾長期保持在千億元以上水平。不過，正當
思捷踏入最輝煌的時期，邢李火原卻悄然開始了退出
公司的步伐，於2006年辭去主席一職，成為非執

行董事，並於2008年辭去所有職務，徹底離開他
經營了30多年的公司。在此期間他多次減持公司
股份，於 2010 年賣出了所有股份，前後套現232
億元。

邢氏高峰淡出 思捷一蹶不振
在「後邢李火原時代」，思捷也曾交出過亮麗的成

績單。2008年淨利潤64.5億元，在高峰時公司市值
曾創下近二千億元的歷史高位。2010年的淨利潤仍
有42.26億元，但2011年的業績急劇跌落至7,900萬
元，跌幅高達98%。此後更是一蹶不振，業績多次
「見紅」。公司曾先後請來零售界的猛人范德施、
馬浩思出任高管，又請來「救火隊長」柯清輝擔任
主席，但都未能扭轉頹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涂若奔

邢李㷧時代「零售股王」市值一度近二千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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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歐美股市
跌、內地8月財新PMI遜預期，拖累恒指曾
跌788點到21,000邊緣，連環插穿10天線
(21,668點)及20天線(21,490點)，到尾市才稍
為回順，最終收報21,302.9點，挫493點或
2.3%，成交增至930億元。內地經濟數據不
濟，令中資股捱沽，國指跌2.7%至9,570.2
點，滬指亦跌2.2%。

大市瀉493點 逾千三股下挫
市場昨日表現慘淡，多達1,304隻主板股
份下跌，上升股份僅178隻，另全日有81隻
牛證被屠。市場人士指出，財新傳媒公佈內
地9月財新製造業PMI初值只為47，低於市
場預期，亦創6年半新低，繼續打擊市場信
心，令恒指跌勢急速加劇。不過，京華山一
研究部主管彭偉新表示，上述PMI數據雖然
打擊了市場信心，但市場憧憬國家主席習近
平訪美，可能會有刺激市場的消息出台，預
計21,000點有支持。
但他指，目前市場最憂慮的是，內地未來
的經濟數據或繼續轉差，故投資者大多採取
短線操作，令市場動力疲弱，估計大市本月
還有機會再試20,524點的低位。
藍籌股普遍見紅，僅恒安(1044)及華創

(0291)力保不失。重磅股匯控(0005)跌2%、
騰訊(0700)跌1.1%、建行(0939)跌2.4%、中
移動(0941)跌1.6%、友邦(1299)跌2%，全皆
拖累大市大跌。三大油股跌勢更急，內地經
濟數據疲弱，中石化(0386)、中石油(0857)及
中海油(0883)分別跌3.9、3.8及4.6%。

券商股捱沽 濠賭股續尋底
除比亞迪(1211)外，國指成份股亦近全線

下挫，長汽(2333)急跌逾6%。券商股近全線
下挫，傳中國官方的初步調查顯示，中信証券(6030)涉嫌
利用事先獲悉的政府救市消息，來為自身牟利，還涉嫌
引導救市資金為其牟利或為其輸送利益。中信証券大挫
4.4%，拖累同業海通證券(6837)跟跌近4%、華泰(6886)
跌5.5%、廣發(1776)挫2.2%。
濠賭股繼續尋底，澳

門政府擬加強「疊碼
仔」規管，銀娛(0027)及
金沙 (1928) 各挫 5%及
3%。德銀削減銀娛目標
價至23元，大和亦發表
報告指要觀察「國慶黃
金周」的濠賭股表現，
該行預計本月賭博收入
按年跌約三成。另外，
里昂則估計賭博收入跌
勢已近見底，但股價重
整還需一段時間，美高
梅(2282)及永利(1128)亦
要跌近8%及半成。

思捷虧損36.96億元，較市場預期為差，每股虧損
1.9元，不派末期息。公司指出，去年盈利錄得

大幅虧損，主要受非經常性撥備及減值共29.65億元
拖累，其中大部分屬非現金，當中為中國商譽減值
25.12億元，以及表現欠佳店舖作出的撥備及減值
4.53億元。思捷強調，集團的資產負債表穩健，淨現
金為50.17億元，負債為零。

馬浩思：新產品銷售見改善
期內，營業額下跌19.84%至194.21億元，因為總

可控制面積按年減少8.8%，加上2014年的秋冬季期
間，歐洲出現異常和暖的冬季，為銷售和價格帶來壓
力。毛利率由去年50.2%減少至49.9%；同店銷售下
跌7%。不過，今年6月至8月的同店銷售則按年上升
4.1%。
以地區劃分，德國、歐洲其他地區及亞太區營業額
分別錄得89.61億元、71.18億元及32.16億元，佔公
司總營業額46.2%、36.6%及16.5%。
馬浩思表示，公司於去年從內部進行策略性轉型，

今年2月推出垂直模式下的新產品，銷售有明顯改
善。不過，新模式運行時間較短，仍有待觀察，不過
有信心通過該新模式可以扭虧為盈。

零售業有壓力 開店保持謹慎
存貨周轉日數由上年度的90日增加至期內的104

日，馬浩思表示對現時水平不滿意，但未有太擔心，
因為相信隨銷售情況改善，舊貨的產品可被消化。他
又指，今年的開店態度會保持謹慎，若待評估後有利
潤及有正面回報時，公司才會開店。
對於本港零售市場表現，財務總裁鄧永鏞表示，現
時香港零售業有壓力，因為內地旅客減少訪港消費，
但難以預測未來的零售表現。公司會做好產品質素，
今年新推出的「垂直模式」令公司產品質素、設計和
價格都優於以往，有信心可增加銷量。

負面傳聞損品牌 誤導投資者
早前獨立股評人David Webb懷疑思捷被財匯局調

查，馬浩思再次強調，未有收到正式通知被調查，有
關揣測出現在公司公佈業績前，認為對品牌造成傷
害，同時是誤導投資者，事態嚴重，認為當局應該調
查整件事，而不是調查公司。另外，鄧永鏞亦感謝財
匯局發出公告澄清傳聞，希望市場可以參考。
思捷昨收報6.69元，跌0.89%。

■馬浩思(左)相信，公司新推出的「垂直業務模式」
有助銷售情況改善，或可轉虧為盈。旁為鄧永鏞。

吳婉玲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萃華）三隻新股維珍妮國
際(2199)、浙江天潔環境科技(1527)及 IMAX中國
(1970)今起至30日招股，其中為多個著名品牌設計及
製造內衣的維珍妮國際計劃發行2.95億股，招股價介
乎5.38元至6.38元，最高集資18.8億元。

引入兩基投 傳國際配售足額
維珍妮國際發行的新股中，其中10%於本港公開發

售，每手1,000股，入場費約為6,444.29元。據招股
書顯示，集團已引入兩名基礎投資者，分別為L
(Overseas)Holdings LP及天海國際，將各認購1,000
萬美元的股份，有市場消息指，國際發售部分已足
額。
招股期由今天起至本月30日，9月30日定價，下月
8日於聯交所主板掛牌上市，獨家保薦人為摩根士丹
利。以招股價中位數5.88元計算，扣除上市有關開
支，是次集資所得淨額約為16.092億元，集團指，集
資所得將有70%用作增加生產及研發能力，20%用作
償還貸款，餘下則用作營運資金。

擬投資7億越南興建四廠房
集團主席洪游奕昨於記者會上表示，集資額其中7

億元會用作興建4間越南廠房，他指，其中3間越南
廠房位置定於離河內3小時車程的海防市，興建越南
廠房的計劃已經過2年時間研究，他表示內地生產成
本上升，相反於越南設廠，生產成本較內地有競爭
力，對集團十分重要。集團2016及2017年的資本開
支分別為6.6億元及8.62億元，他表示，集團利潤穩
定增長，可滿足集團未來發展。
至於IMAX中國昨宣佈，發行6,200萬股，其中

71.25%為舊股，28.75%為新股。招股價介乎29.8元
至34.5元，每手100股，入場費約3,484.77元，最高
集資21.39億元。是次發售股份中，有90%是國際配
售，其餘10%為公開發售，如需要行使15%超額配股
權，股份亦全是舊股。與維珍妮國際一樣，IMAX中
國將於下月8日於主板掛牌。

IMAX獲5基投認購共4.3億元
集團已與5位基礎投資者訂立協議，認購5,500萬

美元(約4.29億港元)的國際配售股份，5位基礎投資者
中TCL 集團認購1,500萬美元的國際配售股份，另外
華夏基金、Davidson Kempner Fund、Hutchin Hill
Capital及Myriad各認購1,000萬美元的國際配售股
份。

集團表示，以招股價中位數32.15元計算，是次集
資淨額所得為4.73億元，其中40%將用於購買IMAX
影院系統及擴展未完成合約量收入分成安排的一次性
開幕成本，另外約20%用於建立IMAX影院系統庫
存，而其餘則用作業務的補充投資、建立DMR轉制
設施及投資於利用公司品牌的新領域等。

天潔集資5.4億 部分用作收購
同日招股的浙江天潔環境科技，計劃發行3,500萬

股，招股價介乎10.9元至15.5元，每手200股，入場
費約3,131.24元，最多集資5.43億元，股份於10月
12日掛牌。招股文件顯示，集團引入凱銀國際香港為
基礎投資者，將認購151.5萬股，投資額2,000萬元。
集團表示，集資所得主要用作收購潛在合適公司及

業務，以及償還現有銀行借款，各佔26.1%，另外有
19.6%用於購買新項目的原材料，9%用作在新疆吐魯
番興建新生產設施、購買相關機器及招募員工，其餘
用作提升研發能力，以及用於營運資金等。
董事會秘書王偉忠表示，近日股市波動對公司的招
股定價並未構成影響，主要考慮到自身的價值，以及
投資者對行業發展的空間而定，因此他認為公司的前
景更為重要，選擇於現時上市亦經過審慎考慮。

三隻新股招股資料
天潔(1527) 維珍妮(2199) IMAX中國(1970)

發行股數 3,500萬股 2.95億股 6,200萬股
招股價 10.9-15.5元 5.38-6.38元 29.8-34.5元
最高集資額 5.425億元 18.8億元 21.39億元
每手股數 200股 1,000股 100股
入場費 約3,131.24元 約6,444.29元 約3,484.77元
招股日期 9月24-30日 9月24-30日 9月24-30日
定價日 9月30日 9月30日 9月30日
上市日期 10月12日 10月8日 10月8日

製表：記者 黃萃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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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昨一度急瀉788點，收
挫493點，全日成交增至930
億元。 中新社

■維珍妮今
起招股，圖
中為主席洪
游奕。
黃萃華 攝

3新股登場 維珍妮入場費6444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