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捷重組 擬炒40%非前線員工
港新春後先開刀 計劃料年省20億開支

思捷環球昨日收報2.09元，無升跌。於剛
過去的財年，思捷由盈轉虧，大蝕

25.54億元。柯清輝解釋，由於過去幾年業績
下跌有需要進行大規模重組，所以裁員計劃
已研究了一段時間。他續稱因德國和香港兩
地的勞工法例差異，德國方面仍與當地的勞
工局商討中，需待完成後才能確定受影響員
工人數，他認為德國的裁員進度會較慢；相
反，柯清輝稱香港裁員較為簡單，香港總部
人手會在農曆新年後調整。

精簡架構 並縮減辦公室規模
此外，精簡高級管理層也是今次重組計劃目
標，包括將職級團隊由13隊減至6隊，預計整
個計劃明年6月完成。除了減少人手，該集團
同時縮減後勤辦公室規模，柯清輝表示香港位
於九龍灣總部由4層縮至1層，辦公室「5合
1」。被問及前線員工的裁員規模，柯清輝則

表示需視乎業主的減租情況，如有關店舖能夠
成功減租，他估計可減少對前線裁員影響。

擴內地業務 港或攻民生地點
柯清輝提及，內地和德國是重要市場，惟
過去幾年內地表現遜色，不過，他認為內地
內需仍然強勁，故未來仍會內地擴張業務，
所以對人手有一定需求。香港市場方面，柯
清輝表示已關閉部分店舖如銅鑼灣、北京道
和MegaBox等，可能還有 1至 2間分店要
關，但他認為香港銷售表現不俗，未來也會
尋找合適的地點開分店，會考慮民生地點為
主。至於未來開分店的數目，會集中在內
地，當中於2023年前在內地增加220家分
店、亞洲則增加78家。
被問及中美貿易戰有否影響今次重組計

劃，集團行政總裁Anders Kristiansen表示，
對今次重組計劃有信心，是否有貿易戰也會

進行重組計劃。柯清輝補充，今次重組計劃
與批發商和顧客也有充足溝通，加上由公司
內部推動，而非委託顧問公司進行調查，故
他對計劃有信心。

17億重組 冀3年內收支平衡
據思捷環球投資者日的簡報顯示，重組計

劃分兩個階段實踐，2018至2019年財政年
度，計劃斥資15億至17億元進行新一輪重組
計劃，主要為淘汰虧損店舖，簡化公司工作
流程及精簡架構，以及投資於數碼化營運，
期望在2至3年內實現收支平衡。其次是2023
年至2024年財政年度中期展望，集團除利息
及稅項前利潤率的目標為5%至7%，經常性
開支與收入比率降低至約45%，2019年至
2020年度開支節省20億元，主要來自重組公
司架構及關閉虧損店舖，以及未來5個財政
年度每年資本開支平均為2億元。

邢李㷧高位狂沽 悉售套現200億
過氣藍籌股之中，除

了「8 號仔」電訊盈科
（0008）之外，另一隻

最令股民難忘的相信就是思捷環球(0330)
了。時間回到 2007 年思捷最風光的日子，
當時正值思捷股價高峰，當年10月其股價
最高曾見 133 元，市值曾高達 1,715 億元。
可惜時至今日，思捷股價已由「紅底股」跌
至昨日收報2.09元，股價插水98%，市值縮
至不足40億元，僅得39.45億元。不過，思

捷創辦人兼前主席邢李㷧卻能把握高位沽貨
機會，成為大贏家。

資料顯示，邢李㷧由2002年起，先後20次
沽出思捷股份，直到2010年悉售思捷股份，
合共套現逾200億元。除了沽售股票外，邢李
㷧亦逐步退出由他一手創立的時裝王國，他於
2006年辭去思捷主席一職，及後於2008年辭
任非執行董事一職，全面退出思捷管理層。

不過，思捷於2012年11月宣佈世紀供股，
邢李㷧再度增持股份至5.99%，計及供股他的

持股升至約10.97%，惟當年未有披露作價。

後再持股至10.97% 分贈兩愛女
據聯交所披露資料顯示，去年10月中，邢

李㷧把目前所持10.97%股份悉數轉贈予兩位
愛女，分別為邢嘉倩和邢愛林，涉及約2.11
億股，以思捷昨日收報2.09元計算，市值約
4.42 億元，較去年 10 月中時轉贈的股價約
4.27元比較，市值縮逾一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考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思捷
環球(0330)曾經是藍籌股，2007年10月
底時股價更曾高見逾130元，是「基金
愛股」，公司市值高逾1,700億元。不
過一切已成歷史，自2013年以來集團
業務每下愈況，連年虧損，即使多次進
行重組計劃仍未見起色。分析認為，即
使思捷環球近年積極進行集團重組，甚
至挖來對手ZARA的猛將馬浩思（Jose
Manuel Martinez） 坐 鎮 ， 引 入
「ZARA模式」，惟成效仍不明顯，相
信「死因」是不敵同業低價競爭，以及
市場定位欠清晰有關。

多次重組 業務仍未見起色
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師葉尚志表示，思

捷環球近年積極進行集團重組，不過從
業績表現來看成效不太明顯，主要因現
今時裝行業環境變化得太快，H&M、
ZARA、UNIQLO和GU等同類型的國
際時裝品牌急速冒起，加上大多數打正
旗號以廉價、快速時裝為定位，能夠捉
到消費者心態，惟思捷環球近年定位欠
清晰，定價上亦不及其他品牌有競爭
力，所以即使近年大刀闊斧進行重組計
劃，成效仍不太明顯，再者線上網店的
競爭，同令思捷環球應付不暇，導致至
今業務未見起色。

「基金愛股」淪落「迷失十年」
思捷環球1993年12月上市，2002年

被納入藍籌股，2013年被剔出藍籌行
列，自始業務及股價表現一沉不起。
其實，上世紀90年代思捷環球可謂風
光一時無兩，當時因為拓展歐洲業務
得宜，即使正值是亞洲金融風暴，仍
無損集團業績，靠歐洲業務保持強勁
增長，無論股價和業績均屢創新高，
更是「基金愛股」。然而思捷在在
2007年達到高峰後，就出現「迷失十
年」，業務開始走下坡，業務近年流
血不止，尤其在經歷多次重組失敗，
更是傷上加傷。

思捷環球中期展望
18/19年度展望
（包括特殊項目）

按年以低雙位數百
分比減少

平穩水平

按年以中單位數百
分比減少

15-17億港元的一
次性開支。用於重
組公司架構並加速
關閉虧損店舖，相
關效益預計於未來
二至三年內實現

--

略低於去年

收入

毛利率

經常開支

特殊項目

除利息及稅項
前溢利

資本開支

23/24年度
中期展望

■■目標於 20/21 年度恢復收入增
長；

■■於19/20至23/24年度的複合年
均增長率達中高單位數百分比

預計改善產品質量的投資和零售收
入佔比下降的壓力將會被關閉表現
不佳的零售店舖以及較好的新產品
銷售所帶來的利益互相抵消，達到
平穩水平

■■目標於19/20年度起每年節省20
億港元的年度開支，主要來自重組
公司架構及擬關閉虧損的店舖；

■■到23/24年度，經常開支與收入
比率降低至約45%

--

■■在2至3年的時間內實現盈虧平
衡；

■■到22/23財政年度，逐步改善至
5%至7%

平均每年約2億港元

B1 財 經 新 聞 ■責任編輯：劉錦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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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

玲）思捷環球(0330)昨舉行投資

者日，計劃斥資15億至17億元

進行新一輪重組計劃，主要為淘

汰虧損店舖，簡化公司工作流程

及精簡架構，期望在2至3年內

實現收支平衡。執行主席柯清輝

昨出席記者會表示，為達到精簡

架構目標，集團擬大幅削減人手

以節省成本，其中在德國和香港

總部裁減40%非前線員工，集

團預計此重組計劃將可每年節省

約20億元開支。

■思捷環球計劃斥資15億至17億元進行新一輪重組計
劃，左二為行政總裁Anders Kristiansen，左三為執行
主席柯清輝。 梁祖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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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捷環球分兩個階段重組思捷環球分兩個階段重組

首階段
（2至3年）

■■淘汰虧損店舖
■■簡化公司工作流程及精簡架構
■■投資於促進未來增長及簡易、快捷
和數碼化的營運流程

■■預計在2至3年內實現盈虧平衡

次階段
（3至5年）■■受益於品牌的重新定位和以客戶焦點作為目標

■■受益於精益/簡單公司架構所帶動的槓桿效應
■■從第5年開始，集團除利息及稅項前利潤率的
目標為5%至7%

店舖

總部

工具

產品

品牌

店舖體驗

數碼體驗

未來商業
模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大摩高盛昨
齊齊發表報告唱好港股，大摩升恒指明年目標至
28,500點，國指上望11,360點，高盛亦看好港
股明年底挑戰28,000點，加上市場憧憬美聯儲難
再加息，帶動近期表現波動的港股回勇，大市昨
高開171點後升幅擴大至最多486點，最終收報
26,376點，升448點，主板成交741億元。

大摩：恒指明年最牛見31600
摩根士丹利昨發表報告，將恒指未來12個

月目標由25,900點調高至28,500點，最牛的情
況之下，恒指更有望見31,600點，而國企指數
和滬深三百指數明年底目標分別是11,360點和
3,550點。該行認為，美聯儲明年中或停止加

息，有助穩定市場環境，人民幣兌美元亦將趨
穩，並驅使企業盈利重拾增長，料中資股盈利
今明兩年分別增長或可達12%和9.1%，但前
提是中美貿易戰不再惡化。

高盛：港股A股明年可升10%
高盛則在對港股予以「減持」評級下，仍看好

恒指明年底或可上試28,000點。高盛中國首席策
略分析師劉勁津解釋，相信港股明年仍有正回
報，因為現時很多股票估值處於較低水平，無論
是港股或A股市盈率都只有約10倍，他認為很
多不確定性因素或宏觀經濟風險已反映在估值
中，料明年企業盈利按年增長7%，以此推算
下，相信港股及A股明年都有望取得10%回報。

高盛在報告中亦提到，尤愛A股多於港股，
主因A股估值吸引，加上在滬深港通北向通資
金持續流入下對A股穩定性有所支持，以及樓
市資金有機會重新配置在股市上，及內地政府
積極的財政措施等，相信均有利A股未來表
現。該行建議增持估值較平但防禦性較高的公
用股、電訊股等，以及個別保險股、地產股
等，另外看淡零售股、汽車股等。
至於本地房地產市場方面，摩根士丹利亦預

期，受累於貿易戰、內地經濟放緩及實質利率
較高影響等，香港明年實質GDP增長將放緩
至2.4%，而在經濟放緩下，住宅投資短期會
受影響，預期樓價於未來 6個月調整超過
10%，但明年下半年將復甦。

港樓市未來2年最多或跌20%
高盛則預期，本港樓市未來2年或有15%至
20%下跌空間，主要受累於宏觀經濟放緩趨勢
持續，令本地樓市需求受影響，而美國加息步
伐持續或令本港信貸環境趨緊張，對按貸市場
亦會造成一定壓力，加上未來或陸續釋放一些
新的供應量等，都有機會令本港樓價受影響。

證監：正研ETF通不同方案
另外，證監會投資產品部執行董事蔡鳳儀昨出

席香港投資基金年會時表示，正積極研究ETF
通不同方案，包括在股票通推出、在港註冊的
ETF利用兩地基金互認安排在上海或深圳交叉上
市屬另一選擇等，她強調證監會正積極處理不同
考慮方案，目前需要考慮時間性及技術去考慮以
何種形式推出，料將先推較容易的方式，亦會在
內地當局取得共識後公佈時間表。

大行齊發功 港股重越26000

■■港股昨回勇港股昨回勇，，主板成交主板成交741741億億
元元。。 中通社中通社

重組

註註：：股價因應派息及股價因應派息及
供股等除淨作調整供股等除淨作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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