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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

明輝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
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 876,044  ���,0��
銷售成本 � (643,528	) (���,��� )    

毛利  232,516	 ���,���

分銷成本 � (67,855	) (��,��� )
行政開支 � (51,447	) (��,��� )
其他收入 � 13,130	 �,0��    

經營溢利  126,344	 ���,���

財務成本  (4,950	) (�,��� )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123	 ��    

未計所得稅前溢利  121,517	 ���,0��

所得稅開支 � (20,673	) (�0,��0 )    

除所得稅後溢利  100,844	 ���,���    

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00,870	 ���,���
 少數股東權益  (26	) –    

  100,844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按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600,000,000股
	（二零零七年：474,658,000股）計算）
	（以港元列示）
	 －基本 �� 0.17	 0.��
	 －攤薄 �� 0.17	 0.��

股息 �� 50,400  �0,�00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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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15,245  ��,���
 物業、廠房及設備  134,850	 ���,���
 無形資產  523	 ���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278	 ���
 遞延所得稅資產  6,214	 �,���    
非流動資產總額  157,110  ���,���    
流動資產
 存貨  84,795	 ��,���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 181,602	 ���,0��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1,037	 ���
 預繳稅項  6,666	 –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31,360	 ��,���
 受限制現金 � 65,888	 ��,���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 482,704	 ���,0��    
流動資產總額  854,052	 �0�,���    
資產總額  1,011,162	 ���,���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股本及儲備
 股本  6,000	 �,000
 股份溢價  408,242	 �0�,���
 儲備  296,292	 ���,���
 建議末期股息 �� 50,400	 �0,�00    
	 	 760,934		 �0�,���    
少數股東權益  –	 –    
總權益	 	 760,934		 �0�,���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343	 ���    
非流動負債總額  343	 ���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 82,968	 ��,���
 來自一名少數股東貸款  495	 –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95,667	 ��,�0�
 當期所得稅負債  7,022	 ��,0��
 借貸 �0 63,460	 ��,���
 衍生金融工具  273	 –    
流動負債總額  249,885	 ���,���    
負債總額  250,228	 ���,���    
總權益及負債  1,011,162	 ���,���    
流動資產淨值  604,167	 ��0,0��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761,27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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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乃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綜合財務報表
乃按歷史成本法編製，並於評估若干在損益賬以公平值列賬的金融負債（包括衍生工具）前
作出修改。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財務報表須採用若干關鍵會計估算。在應用本集團的會計政
策時，管理層需自行作出判斷。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若干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有關準則為首次生效或可供
本集團就當前會計期間提早採納。

本集團所採納由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生效並對本集團財務報表概無構成重大影響的準
則、修訂及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金融工具：財務報表的披露及呈列－資本披露
 及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集團及庫存股份交易
 委員會）－詮釋第��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服務特許使用權安排
 委員會）－詮釋第��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定額福利資產的
 委員會）－詮釋第��號  限制、最低資金要求及兩者的相互關係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之修訂本 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

下列新準則、修訂及詮釋已頒佈，但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尚未生效，
而本集團亦無提早予以採納：

適用於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的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呈列及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財務報表的呈列－可沽售金融工具及清盤
  產生的責任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之修訂本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號－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於附屬公司、
  共同控制實體及聯營公司的投資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以股份支付的款項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業務分部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客戶忠誠計劃
 －詮釋第��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建設房地產協議
 －詮釋第��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海外業務投資淨額對沖
 －詮釋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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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向擁有人分配非現金資產
 －詮釋第��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修訂：

適用於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的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 存貨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 現金流量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 物業、廠房及設備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 僱員福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0號 政府補貼及政府資助的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 高通漲經濟下的財務報告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 於合營企業的權益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 資產減值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 無形資產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 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
香港會計準則第�0號 投資物業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 農業

適用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持作銷售的非流動資產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其他細微修訂

適用於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金融工具：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 會計政策、會計估算變動及誤差
香港會計準則第�0號 結算日後的事件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 收入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 中期財務報告

本集團已開始評估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影響，但仍未可釐定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會否對其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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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類資料

(a)	 主要報告形式－業務分類

由於本集團的收入、開支、資產及負債以及資本開支主要來自製造及銷售賓客用品，
因此並無呈列本集團的業務分類資料。

(b)	 次級報告形式－地區分類

本集團主要於香港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經營業務。本集團按地理位置劃分的收
入由客戶所在地釐定。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北美洲 342,964  ���,���
 歐洲 159,360  ���,00�
 中國 151,584	 ���,���
 香港 87,142	 ��,���
 澳洲 45,266	 ��,��0
 其他亞太區國家� (澳洲除外) 81,671	 ��,��� 
 其他地區� 8,057	 �,��0    

 876,044	 ���,0��    

附註：

�. 其他亞太區國家（澳洲除外）主要包括日本、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泰國、菲律
賓、馬來西亞、新加坡、斐濟及新西蘭。

�. 其他地區主要包括南非、埃及、摩洛哥及尼日利亞。

資產總額按資產所在地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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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資產主要包括物業、廠房及設備、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無形資產、存貨、應
收款項、經營現金及受限制現金。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總額：
 香港 565,758	 ���,���
 中國 426,024	 ���,�0�
 澳洲 1,677	 –
 其他亞太區國家 11,489	 �,���    

 1,004,948	 ���,0��

未分配資產 6,214	 �,���    

 1,011,162	 ���,���    

未分配資產主要由遞延所得稅資產組成。

資本開支按資產所在地分配。

資本開支主要由物業、廠房及設備、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以及無形資產的添置所組
成。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資本開支：
 香港 2,684		 �,���
 中國 21,219		 ��,���
 澳洲 376  –
 其他亞太區國家 619  ��    

 24,8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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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性質呈列之開支

包括在銷售成本、分銷成本及行政開支內之開支列述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存貨變動 487,187  ���,0��
核數師酬金 2,060	 �,���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的攤銷 340	 ���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折舊 21,504	 ��,���
無形資產的攤銷 104	 �0�
樓宇的經營租賃租金 2,139	 �,���
陳舊存貨的撥備╱（撥回） 1,350	 (�,��� )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的減值撥備 2,009	 �,���
僱員福利開支 127,380	 ���,��0
交通費用 31,243	 ��,���
匯兌（收益）╱虧損 (1,042	) �,���
廣告成本 3,100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 －	 ��
公用開支 14,619	 ��,���    

4	 其他收入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12,062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 472	 －
銷售廢料收入 869	 �,�0�
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 (273	) －    

 13,13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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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開支

於綜合收益表扣除的所得稅開支反映︰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 12,986  ��,�0�
 －中國企業所得稅 8,293	 ��
 －新加坡所得稅 －	 ��0    

 21,279	 ��,�0�
遞延所得稅 (606	) (�,��� )    

 20,673	 �0,��0    

稅項乃按本集團經營所在國家之適用稅率計提撥備。香港利得稅乃按照截至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以��.�%（二零零七年：��.�%）計算。於二零零八
年六月，香港政府頒佈自二零零八年╱二零零九年財政年度起利得稅稅率由��.�%調低至
��.�%。

中國新企業所得稅法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生效，標準所得稅稅率為��%。截至二零零
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一間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前成立的深圳附屬公司
適用的稅率為��%，有關稅率將於為期五年的過渡期內逐步增加至二零一二年的��%。

羅定市品質旅遊用品有限公司之適用企業所得稅稅率為��%。羅定市品質旅遊用品有限公
司可於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九年兩個年度獲豁免繳納企業所得稅，並於二零一零年至二零
一二年三年內獲減免�0%企業所得稅稅率。羅定市品質旅遊用品有限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八
年及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虧損淨額。

新加坡的企業稅項乃根據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
��%（二零零七年：��%）計提撥備。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於新
加坡並無任何應課稅溢利。

6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 180,778  ���,���
應收票據 6,508	 ��,�0�
來自一名少數股東的應收款項  521	 ���    

 187,807	 ���,���
減：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6,205	) (�,���)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淨額 181,602  ���,0��    



- � -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99,379	 ��,���
�－ �0日 43,570	 �0,���
��－ �0日 18,745	 ��,���
��－ �0日 9,305	 �,���
��－ ��0日 9,699	 �,���
��0日以上 7,109	 �,��0    

 187,807	 ���,���    

本集團所授予的信貸期介乎��日至��0日。

7	 受限制現金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受限制現金 65,888	 ��,���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人民幣（「人民幣」）計值的結餘指由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存
於中國一間商業銀行的定期存款，作為從該銀行取得以美元（「美元」）計值的貸款的抵押。
有關安排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附註�0「借貸」。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受限制現
金的加權平均實際年利率為�.��厘（二零零七年：�.0�厘）。

8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現金及手頭現金 99,361	 ���,���
銀行存款 383,343	 ���,���    

 482,704	 ���,0��    

本集團以人民幣計值的現金及銀行結餘存於中國的銀行。此等以人民幣計值的結餘換算為
外幣須符合中國政府所頒佈外匯管制之規則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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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付貿易賬款

應付貿易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51,372	 ��,���
�－ �0日 25,035	 �0,���
��－ �0日 2,828	 ���
��－ �0日 379	 ���
�0日以上 3,354	 �,���    

 82,968	 ��,���    

10	 借貸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短期銀行貸款 63,460	 ��,���    

其中：
 有抵押 63,460	 ��,���    

本集團的借貸均以人民幣及美元計值並應償還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人民幣（附註a） –  �0,���
 －美元（附註b） 63,460  ��,���    

 63,460	 ��,���    

附註a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於中國已動用的借貸以本集團賬面淨值約�,���,000港元的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以及賬面淨值約��,���,000港元之物業、廠房及設備作為抵押。有關
借貸已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償還，概無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以及物
業、廠房及設備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仍被用作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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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b

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與中國一間銀行訂立安排。根據該等安排，從銀行提取以美元計值之
借貸，到期日為��個月。同時，以定期存款形式將等值人民幣存入該銀行，該等存款的到
期日與美元貸款的到期日相同。該等人民幣存款用作貸款之抵押。於到期時，此等人民幣
存款將按該等安排中訂明的遠期匯率兌換為美元，以償還該等美元貸款。約���,000港元的
遠期合約確認為衍生金融工具，初步以公平值確認，隨後按其公平值重新計算。遠期合約
公平值的變動已於綜合收益表內確認。

11	 每股盈利

(a)	 基本

每股基本盈利之計算方法是將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除以本年度內已發行普通股
加權平均數。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千港元） 100,870	 ���,���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600,000	 ���,���
每股基本盈利（每股港元） 0.17	 0.��    

於釐定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時，合共��0,000,000股普通股被視為自二零零七年一
月一日起已發行。

(b)	 攤薄

由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並無發行
潛在攤薄普通股，故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12	 股息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十二日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股息為每
股0.0��港元（二零零七年：每股0.0��港元），股息總額為�0,�0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
�0,�00,000港元），惟須待股東於二零零九年五月五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
會」）上批准後，方可作實。此建議股息尚未於該等財務報表反映為應付股息，但將反映為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保留盈利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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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綜合收入���.0百萬港元（二零零七
年：���.0百萬港元），較去年增長約�.�%。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
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為�00.�百萬港元，與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百萬港元相比減少��.�%。

每股基本盈利為��港仙（二零零七年：��港仙）。

綜合資產淨值由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0�.�百萬港元增加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之��0.�百萬港元。

董事會議決建議就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發末期股息每股0.0��港元
（二零零七年：每股0.0��港元）。

下列為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摘要：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收入 876.0	 ���.0
毛利 232.5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100.9	 ���.�
資產淨值 760.9	 �0�.�
每股基本盈利（按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00百萬股（二零零七年：���百萬股）
 計算）（港元） 0.17	 0.��

業務回顧

早於二零零七年全年業績公佈中，主席已指出二零零八年將會挑戰重重。目下全球金融
市場出現前所未見的動盪，經濟疲弱令全球各地營商環境惡化，持續為本集團帶來不少
挑戰。

在如此嚴峻的外圍環境下，本集團的核心業務在二零零八年仍持續錄得增長。與二零零
七年相比，本集團的收入錄得�.�%增長。來自亞洲（尤其是中國及亞太地區）的收入大幅
增長，惟部分增幅因歐洲地區的銷售量減少而被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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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由二零零七年的���.�百萬港元減少至�00.�百萬港元。二零零
八年首九個月期間原材料價格飆升，加上勞工成本及其他行政成本溫和上漲，遂令成本
壓力增加，以致毛利減少。為紓緩毛利的壓力，本集團已採取更嚴格的成本控制措施，
集中管理存貨，因應最新市況維持適量存貨水平，並仔細檢討其業務營運的每個環節以
進一步提升效率。

按業績報告基準計算，二零零八年度之每股盈利為0.��港元。董事會已建議派付末期股
息每股0.0��港元。派息率為�0.0%，較二零零七年增加�0%。建議股息反映本集團對其業
務的長遠前景充滿信心。

對於營商環境出現劇變，本集團必須審慎考慮如何調配其資產負債及資金，以應付越趨
不明朗的經濟環境。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現金結餘及總權益分別達
���.�百萬港元及��0.�百萬港元，足證其財政狀況穩健、資金充裕。

儘管挑戰重重，本集團深信此刻正是其為未來發展提升裝備及進一步完善業務的大好時
機。匯報期內，本集團一直採取審慎務實的策略，在持續拓展其產品系列及提升產品質
素的同時，繼續致力發展核心業務。本集團已因應市場的動向重新安排及靈活調配產
能，以繼續發揮經濟規模的效益。與此同時，本集團亦與一名顧問簽訂協議，透過應用
SAP All-in-One軟件以提升其資訊管理系統。

於二零零八年，本集團繼續專注於拓展中國及海外市場的客源。這些客戶對本集團的長
遠增長而言至關重要。本集團客戶名單中的多個新增客戶及酒店集團，包括（但不限於）
Super � Hotels (China) Company Limited、雅詩閣國際管理、千禧酒店集團及國敦酒店集
團，以及其他兩家享負盛名的國際酒店集團。這些新客戶於中國、歐洲、北美、美洲中
部、非洲、中東及亞太地區均已建立強大業務根基。此外，本集團除了延長其與多家主
要航空公司客戶的現有合約外，亦透過其於歐美及亞太地區的分銷商客戶成功簽訂多份
新航空公司合約。招攬這些客戶將有助本集團進一步鞏固其市場領導地位及拓展市場覆
蓋範圍。

本集團在發展其核心業務上不斷進步，並已增設新的市場推廣部以發展其自家品牌、新
產品配方及設計，並致力擴闊客源。為拓展中國市場的銷售網絡，本集團以總代價人民
幣�.�百萬元（約�.�百萬港元）先後於重慶、武漢及大連收購不同物業。此外，本集團亦於
悉尼開設全新的附屬公司，令其澳洲業務發展工作再邁進一步。



- �� -

儘管增長前景陰霾密佈，但市場仍然商機處處。本集團認為在現行市況下，實力較弱的
競爭對手會被淘汰，而潛在競爭對手亦會因資金不足及信貸緊縮而卻步，因而令本集團
有機會乘勢爭取更高市場佔有率及擴大其業務種類。於二零零九年二月，本集團與兩名
獨立第三方訂立了一項合資經營協議，據此成立一家合營企業，主力向本集團客戶供應
毛巾及其他床上用具。在當前的環境下，本集團首要關注的是透過與現有客戶建立更深
厚的合作關係及分薄競爭對手的市場佔有率，逐步鞏固及拓展其核心業務。

前景

全球金融市場的形勢空前嚴峻，主要經濟體系均嚴重低迷，這次經濟衰退可說是一九三
零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峻的危機之一。市場普遍認為衰退可能持續至二零零九年底，甚
至會延至二零一零年。眼見全球經濟活動急速放緩，全球主要經濟大國的政府紛紛推出
振興方案，應當有助市場恢復信心。本集團深信這次危機連同其對市場帶來的負面影響
最終也會平息。

展望未來，本集團當務之急是依據集團核心價值擬定策略方案、充分發揮協同效益及競
爭優勢，以及建立增長平台以進一步鞏固其市場領導地位。本集團之持續目標是達致持
續增長及爭取穩健的長期回報。憑藉其雄厚的財政實力，本集團將藉著吸引之估值，通
過收購目標項目，把握眼前的增長良機。

本集團依然深信，其於酒店及旅遊賓客用品業務分部佔有優勢，而其財政實力亦為集團
帶來不少商機。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偏低加上資金充裕，必能抵禦經濟環境不明朗所
帶來的影響，最終順利渡過這次危機，並在經濟復甦時早著先機。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合共���.�百萬港元（二零
零七年：���.0百萬港元）。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以人民幣提取的尚未
償還借貸賬面值為�0.�百萬港元，已由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悉數償還。以美元計值的貸款淨額於年內增加約��.�百萬港元至��.�百萬港元。該等貸
款按固定利率計息並以受限制現金作抵押，須於一年內償還。借貸詳情載於本公佈附註
�0。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比率為�.�%，計算基準為借貸除總權益，而於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

本集團承受以人民幣為主的各種外匯風險，本集團目前並無外匯對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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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現有手頭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的水平計，本集團的流動資金狀況仍然保持強勁，並
具備充足財務資源，足以應付當前營運資金需求及未來擴充所需。

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所持受限制現金已用作其向一間中國商業銀行提
取以美元計值的貸款的抵押。

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資本承擔為�.�百萬港元（二零零七年：�.�百萬
港元）。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僱員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僱員總數約為�,�00名。本集團提供完善的薪酬
福利，並由管理層定期作出檢討。本集團亦投資於為其管理層人員及其他僱員提供的持
續教育和培訓課程，旨在不斷提升彼等的技能和知識。

本集團視僱員為最寶貴的資產，並深信提升僱員的歸屬感是成功經營之道的核心。為此
我們十分重視與各級員工保持有效溝通，務求最終能更有效地向客戶提供優質服務。本
集團亦籌辦了一項「年度嘉勉狀計劃」，目的是激勵員工士氣及表彰僱員突出的工作表
現。二零零八年，共有十名服務表現出色的僱員獲主席頒授嘉許狀，以表彰其模範工作
表現。頒獎儀式已於二零零九年一月舉行。

企業社會責任

本集團秉承可持續發展的原則。本集團擬定了多項環保政策並實施國際認可的環境管理
系統，如ISO ��00�:�00�。四川大地震後不久，本集團即與僱員一同為香港紅十字會籌
募�00,000港元。企業社會責任不僅是慈善事業，也是本集團對社區負有的責任，可為本
集團提供平台，以一種有意義、可行及可持續的方式回饋社會。本集團將繼續把企業社
會責任載入工作議程中作為重要項目，並將環境管理納入為本集團業務規劃及日常營運
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任何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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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
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所有守則條文，惟下述偏離情況除外：

‧ 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第A.�.�.條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職位應分離，不應由同一
人士擔任。截至本公佈刊發日期，董事會尚未單獨委任一名人士擔任行政總裁的職
務，行政總裁的職責由全體執行董事（包括本公司主席）共同履行。董事會認為此安
排有利於全體執行董事利用不同專長為公司作出貢獻，並有利於保持本公司政策及
策略的連續性。

審核委員會

於提交董事會批准前，審核委員會成員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的全年業績。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作為其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準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確
認彼等已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八日（星期二）至二零零九年五月四日（星期一）（包括首尾
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將不會進行股份過戶。為符合獲派建議末期股息
以及獲得在二零零九年五月五日（星期二）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資格，所有
股份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七日（星期一）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
達本公司的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
道東���號合和中心��樓����-���� 號舖）登記。

承董事會命
明輝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程志輝

香港，二零零九年三月十二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程志輝先生、程秋松先生、程志強先生、劉子剛先生、李景
熙先生及陳艷清女士；非執行董事為吳保光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孫啟烈先生，
BBS，太平紳士、孔錦洪先生及馬振峰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