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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hen Law is currently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ANS Capital Limited, with a focu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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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 0066) responsible for finance, investment control, treasury, investor relation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materials & st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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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ate equity firms. He was responsible for private equity investments in Asia. He wa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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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cessful IPOs in HK, US and Vietnam, and led the exits from his investment portfol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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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文章                   
《周一人物》－－做交易猶如追女仔

 

 

2019年 3月 11日 

＜ 周一人物 ＞ 採訪、撰文：陳詠賢 

「轉工王」羅卓堅鍾情併購搞私募 歷任藍籌公司要職 深明不求變會淘汰 

每個人的事業規劃都不同，有人愛「從一而終」，也有視跳槽如家常便飯，私募基金 ANS 

Capital創辦人羅卓堅（Stephen）顯然屬後者；30多年職場生涯中，曾在港鐵（00066）、會

德豐（00020）及大型私募基金 TPG等機構擔任要職，但幾乎不會在同一間公司打工超過 5

年，堪稱「轉工王」；他見證不同年代企業的起起跌跌，體會做人如做生意，太過安於現狀，

不主動求變，始終面臨被淘汰風險。 

 

畢業於英國伯明翰大學的 Stephen，修讀土木工程，踏入社會後不久即「棄工從商」，走進當

地會計師行，邊做邊學，取得專業會計師資格；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後，觸發回歸前的港人

移民潮；就在別人「辭官歸故里」之際，在英國生活了 11年的 Stephen選擇「漏夜趕科

場」，毅然放棄安穩工作，回到當時前景未明的香港。 

 

趁香港移民潮回流尋機會 

 

被問到何以心口掛個勇字，Stephen笑說，一方面出於「思鄉」，想看看自己出生地，加上知

道移民潮會導致大量人才離港，從另一個角度去想，正是難得向上流的發展機會，「當年只有

26歲，即使最後失敗，都可以返英國做回老本行。」結果證明他沒押錯注，在香港的大型會

計師樓當審計，短短幾年已晉升至管理層。 

 

打工仔入到大公司，且攀上晉升階梯，一般人心態也許是希望可以平平穩穩「做過世」，然而

Stephen的思維卻與別不同，「我發現當一份工做了 3年，等於行了一個 cycle（循環），再落

去只是重複這個 cycle。」事實上，性格熱中轉變和接受挑戰的他，同一份工絕少做超過 5

年，職場生涯至今唯一「長工」是在會德豐，該次經驗成為其人生轉捩點，讓他有機會涉獵

企業併購，負責物色投資項目，為後來自己轉型成為併購專家鋪路，「以前做審計，是看公司

的過去，我更想做的是幫手籌劃未來增值事情。」 

 

Stephen其後轉職有線電視，參與促成 1999年有線寬頻（01097）在香港及美國上市，他憶

述，該項目是他首個負責策劃、印象最深刻的 IPO，「有線一開始只有電視台，我們後來引入

寬頻上網及固網電話業務，最終成功集資 5億美元。」完成這任務後一年多之後，Stephen

便功成身退，先後於恒隆集團（00010）董事長陳啟宗家族旗下的晨興集團，和大型私募基金

TPG，從事投資工作。 

羅卓堅先生於2019年3月11日接受信報訪問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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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有線港美上市最難忘 

 

提到舊東家之一的有線，自 2008年起陷入連年虧蝕，2017年更易主，可覺惋惜？離巢已久

的 Stephen不願評論太多，只認為有新股東，對公司必然是好事，例如可嘗試發展不同業

務，包括 OTT平台或網上電視等。 

 

不在其位，自然不謀其政，當話題一轉，談及他主理過的多宗併購，Stephen即滔滔不絕，形

容帶給他的滿足感，不在於賺錢多寡，而是能為公司帶來改變，他的投資宗旨是，即使持股

比例較細，至少要爭取進入董事局，可以主導改變，「工作類似企業醫生，我們不是收錢醫好

間公司，而是以投資者身份參與。」 

 

自己做老闆 操盤空間更大 

 

要助企業重回正軌，Stephen相信，做生意需與時並進，有主動求變精神，任何公司若太長時

間維持同一營運模式，恐有被淘汰的風險，管理層要經常保持危機感；他舉例稱，蘋果公司

去年推出一系列新型號手機，可是無法吸引他購買，「點解要換機？都冇新功能吸引到客

戶！」 

今次訪問之前，Stephen又再「轉工」，這回合決定當老闆，創辦私募基金 ANS Capital，在職

業生涯下半場，換上「話事人」身份。 

 

今年 56歲的他自命「人老心不老」，未來希望策劃投資更多新事物，如金融科技、區塊鏈

等，相信自由度會較以前大。雖說環球經濟前景欠明朗，一向眼光獨到的他，看來信心爆

棚。 

若以空中巴士 A380型「巨無霸」來比喻 Stephen以前服務過的大企業，如今自己闖天下，像

駕駛體型較小的私人飛機，載客量或許大幅減少，勝在可以全盤操控，路線更靈活多變。 

 

做交易猶如追女仔 

從事企業併購多年，Stephen形容猶如「追女仔」，過程中面對不少「情敵」，皆因目標公司在

同一時間可能有不同「追求者」，「我想它（目標公司）賣股給我，說服對方揀我，要做計劃

書講點樣把它變好。」跟真正追求不同的是，即使成功與公司「拍拖」，私募基金亦訂下投資

周期，成熟項目一般需時 3至 5年，獲得預期回報就會退出，雙方不須天長地久，山盟海

誓。 

 

他又認為，併購投資是一份賣結果的工作，由投入到退出，充滿不可控制的變數。過去他曾

策劃不少交易，試過一宗洽購至接近尾聲，突殺出另一買家「撬牆腳」，最終對手以較高價取

勝；回想這段「失戀」往事，Stephen至今仍心有不甘，「講起都嬲，幫間公司想好全盤計

劃，最後因為另一間公司出多些錢就『變心』，我們幾個月的準備工作等於白做！」 



即使成功買下公司股權，也不等於一勞永逸；行業及資本市場變化都會令持股價值飆升或急

挫，考驗個人心態和應變能力；Stephen去年自立門戶創辦私募基金，資金來源包括富商、企

業及投資機構。他又透露，旗下基金現投資 10多個項目，主要是科技、健康及教育，在單一

行業的投資比重，不會多於 30%，預期基金規模介乎 1億至 3億美元，目標偏向亞洲公司，

不論成熟或初創均留意，惟他強調不會追求「完美對象」。 

追求「完美對象」。 

 

任港鐵 CFO遇高鐵超支 

在羅卓堅（Stephen）以往的工作中，最為外界認識是 2013年出任港鐵（00066）首席財務總

監，任內最大挑戰，首推高鐵工程超支風波。2015年，港鐵宣布，高鐵香港段工程開支封頂

至 844.2億元，較原本預算超出 194.2億元。其後港鐵向股東派發特別股息，作為大股東的港

府獲 195億元，變相抵消超支金額。當年港鐵被指耍財技為工程「填氹」，雖化解政府一場危

機，然而引起外界不滿；Stephen認為，派特別息是個三贏方案，除小股東及特區政府得益，

也令工程可順利完工。 

 

完成此項棘手任務後，Stephen於 2016年中合約屆滿便決定離開港鐵；無獨有偶，在他辭任

後不足兩年，港鐵又爆出沙中線工程涉造假醜聞。問到當年不續約，是否出於「先見之明」，

Stephen強調，沙中線工程是他離任後的事，自己不作評論，「不能說我離開是跳船，我做過

的每一份工作，離職時都是公司最好的時間，如果在我的崗位仍有問題未解決，我不會

走。」 

 

對於港鐵近年頻出事，他相信，同事們最終可解決難題；管理層在全球鐵路公司中屬擁有豐

富經驗人才，安全、準確程度世界公認，值得讚許。 

 

「愛妻號」周遊世界秘境 

回港發展約 30年，羅卓堅（Stephen）現時管理自己創辦的私募基金，工作及生活可享更大

自由度。他認為，雖說在市場投資併購變數多，交易進展或價格變化往往難以預計，自己從

未為工作難題感憂心，「我冇試過失眠，一晚都冇，因為覺得沒有困難是解決不到。」 

 

事業上喜歡「換畫」的 Stephen，在家庭方面對妻子絕對專一；由於目前工作不如過往般困

身，讓他有更多時間與太太周遊列國，目的地多為較冷門國家如秘魯，上月更遠赴南美玻利

維亞，觀賞被譽為「天空之鏡」的烏尤尼鹽沼。世界七大奇景他全部遊覽過，反而港人熱捧

的日本、南韓等地，沒去過多少次，「鍾意睇特別的景點，想趁仍行得走得，看看隱世地方，

日本慢慢再去都未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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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劃不少交易，試過一宗洽購至接近尾聲，突殺出另一買家「撬牆腳」，最終對手以較高價取

勝；回想這段「失戀」往事，Stephen至今仍心有不甘，「講起都嬲，幫間公司想好全盤計

劃，最後因為另一間公司出多些錢就『變心』，我們幾個月的準備工作等於白做！」 



即使成功買下公司股權，也不等於一勞永逸；行業及資本市場變化都會令持股價值飆升或急

挫，考驗個人心態和應變能力；Stephen去年自立門戶創辦私募基金，資金來源包括富商、企

業及投資機構。他又透露，旗下基金現投資 10多個項目，主要是科技、健康及教育，在單一

行業的投資比重，不會多於 30%，預期基金規模介乎 1億至 3億美元，目標偏向亞洲公司，

不論成熟或初創均留意，惟他強調不會追求「完美對象」。 

追求「完美對象」。 

 

任港鐵 CFO遇高鐵超支 

在羅卓堅（Stephen）以往的工作中，最為外界認識是 2013年出任港鐵（00066）首席財務總

監，任內最大挑戰，首推高鐵工程超支風波。2015年，港鐵宣布，高鐵香港段工程開支封頂

至 844.2億元，較原本預算超出 194.2億元。其後港鐵向股東派發特別股息，作為大股東的港

府獲 195億元，變相抵消超支金額。當年港鐵被指耍財技為工程「填氹」，雖化解政府一場危

機，然而引起外界不滿；Stephen認為，派特別息是個三贏方案，除小股東及特區政府得益，

也令工程可順利完工。 

 

完成此項棘手任務後，Stephen於 2016年中合約屆滿便決定離開港鐵；無獨有偶，在他辭任

後不足兩年，港鐵又爆出沙中線工程涉造假醜聞。問到當年不續約，是否出於「先見之明」，

Stephen強調，沙中線工程是他離任後的事，自己不作評論，「不能說我離開是跳船，我做過

的每一份工作，離職時都是公司最好的時間，如果在我的崗位仍有問題未解決，我不會

走。」 

 

對於港鐵近年頻出事，他相信，同事們最終可解決難題；管理層在全球鐵路公司中屬擁有豐

富經驗人才，安全、準確程度世界公認，值得讚許。 

 

「愛妻號」周遊世界秘境 

回港發展約 30年，羅卓堅（Stephen）現時管理自己創辦的私募基金，工作及生活可享更大

自由度。他認為，雖說在市場投資併購變數多，交易進展或價格變化往往難以預計，自己從

未為工作難題感憂心，「我冇試過失眠，一晚都冇，因為覺得沒有困難是解決不到。」 

 

事業上喜歡「換畫」的 Stephen，在家庭方面對妻子絕對專一；由於目前工作不如過往般困

身，讓他有更多時間與太太周遊列國，目的地多為較冷門國家如秘魯，上月更遠赴南美玻利

維亞，觀賞被譽為「天空之鏡」的烏尤尼鹽沼。世界七大奇景他全部遊覽過，反而港人熱捧

的日本、南韓等地，沒去過多少次，「鍾意睇特別的景點，想趁仍行得走得，看看隱世地方，

日本慢慢再去都未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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