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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
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二零零九年中期業績公佈及股份價格及
成交量不尋常波動及恢復股份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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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 345,792  ���,���
銷售成本 � (241,128 ) (���,��� )    

毛利  104,664  �0�,�0�

分銷成本 � (30,219 ) (��,��� )
行政開支 � (26,206 ) (�0,��� )
其他收入  2,562  �,���    

經營溢利  50,801  ��,�0�
財務成本  (462 ) (�,��� )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114  ��    

未計所得稅前溢利  50,453  ��,���
所得稅開支 � (10,726 ) (��,��� )    

期內溢利  39,7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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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全面（虧損）╱收入
匯兌差額  (88 ) �,��0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39,639  ��,���    

應佔溢利╱（虧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40,033  ��,���
少數股東權益  (306 ) –    

  39,727  ��,���    

應佔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39,946  ��,���
少數股東權益  (307 ) –    

  39,639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以港元列示）
－基本 � 0.07  0.0�
－攤薄 � 0.07  0.0�

股息 � 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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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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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62  ��,���
 物業、廠房及設備  138,906  ���,��0
 無形資產  521  ���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392  ���
 遞延所得稅資產  6,924  �,���    

非流動資產總額  161,805  ���,��0    

流動資產
 存貨  71,443  ��,���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 135,441  ���,�0�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1,052  �,0��
 預繳稅項  4,759  �,���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25,692  ��,��0
 受限制現金  73  ��,���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497,665  ���,�0�    

流動資產總額  736,125  ���,0��    

資產總額  897,930  �,0��,���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6,000  �,000
 股份溢價  408,242  �0�,���
 其他儲備  318,357  ���,���
 建議中期╱末期股息 � 18,000  �0,�00    

  750,599  ��0,���
少數股東權益  2,473  –    

總權益  753,07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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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252  ���    

非流動負債總額  252  ���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 60,038  ��,���
 來自一名少數股東的貸款  580  ���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79,258  ��,���
 即期所得稅負債  4,730  �,0��
 借貸  –  ��,��0
 衍生金融工具  –  ���    

流動負債總額  144,606  ���,���    

負債總額  144,858  ��0,���    

總權益及負債  897,930  �,0��,���    

流動資產淨值  591,519  �0�,���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753,324  ���,���    



- � -

附註：

1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該等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乃按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
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簡明
綜合財務資料應連同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截至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覽。

除非另有說明，該等簡明財務資料以千港元列值。

2 會計政策

除下文所述者外，編製該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截至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如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的年度報告所述）一致。

下列新準則及準則之修訂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首次強制實行。

•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財務報表的呈列」。該經修訂之準則禁止在權益變動表
中呈列收入及支出項目（即「非擁有人之權益變動」），並規定「非擁有人之權益變動」必
須與擁有人之權益變動分開呈列。所有「非擁有人之權益變動」須於業績報表中呈列。

企業可選擇以一份業績報表（全面收益表）或兩份報表（收益表及全面收益表）呈報。

本集團已選擇以一份業績報表（即全面收益表）呈報。財務資料已根據經修訂之披露規
定編製。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業務分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取替香港會計準則第��
號「分類報告」，並規定設有「管理層方向」。據此，分類資料按用作內部報告用途的相
同基準予以呈列。財務資料已根據該新規定編製。

業務分部之呈報方式與向主要營運決策者提供之內部報告貫徹一致。主要營運決策者
被確認為作出策略性決策之董事會。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之修訂本「金融工具：披露」。該修訂本增加了公平值計量披
露之內容及修訂有關流動風險之披露。該修訂本引入對金融工具公平值計量披露之三
個層次並規定須就分類為最低層次之工具作出某些具體量化披露。上述披露有助於提
升公司間公平值計量影響之對比性。此外，該修訂本闡明及加強了流動風險披露之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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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要求，主要要求對衍生及非衍生金融負債作單獨之流動風險分析。同時要求對金融
資產作到期日分析，以便了解流動風險之性質及內容。本集團將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
二月三十一止之財務報表增加相關披露。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之修訂本「以股份支付的款項」。該經修訂準則涉及歸屬條件
及註銷，闡明歸屬條件僅指服務條件及表現條件。以股份支付的款項之其他特徵並非
歸屬條件。因此，該等特徵須計入與僱員及其他提供類似服務之人士訂立之交易於授
出日期之公平值，亦即該等特徵不會對授出日期後預期歸屬之獎勵數目或其估值構成
影響。所有註銷（不論由實體或其他人士）須接受相同之會計處理方法。經修訂準則不
會對本集團之財務報表產生重大影響。

於評估所授出股本工具之公平值時，所有屬於市場條件之「非歸屬條件」及歸屬條件均
須列入考慮範圍。

所有註銷均列為歸屬情況加速入賬，而原應按歸屬期間餘下時間確認之數額，則須即
時確認入賬。

下列新準則、準則之修訂及詮釋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首次強制實行，但
現時與本集團無關：

‧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借貸成本」。
‧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金融工具：呈列」。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修訂本）「重估嵌入式衍生工具」及香港會

計準則第��號（修訂本）「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客戶忠誠計劃」。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建設房地產協議」。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海外業務投資淨額對沖」。
‧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

下列新準則、準則之修訂及詮釋已頒佈，但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尚未生
效，而本集團並無提早予以採用：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之修訂本 「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合資格對沖項目（於二零零九年
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業務合併」及對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綜合及獨立財務報
 （經修訂） 表」、香港會計準則第��號「於聯營公司的投資」及香港會計

準則第��號「於合營企業的權益」之其後修訂（於二零零九年
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以後
 委員會）－詮釋第��號 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客戶轉讓的資產」（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
 委員會）－詮釋第��號 年度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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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師公會對於二零零九年五月公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以股份支付的款項」（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
 之修訂本 年度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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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
 之修訂本 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業務分部」（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
 之修訂本 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之修訂本 「財務報表的呈列」（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
 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之修訂本 「現金流量表」（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
 期間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之修訂本 「租賃」（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
 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之修訂本 「資產減值」（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

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之修訂本 「無形資產」（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

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之修訂本 「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

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重估嵌入式衍生工具」（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
 委員會）－詮釋第�號 的年度期間生效）
 之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海外業務投資淨額對沖」（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以後
 委員會）－詮釋第��號 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之修訂本

管理層現正評估上述已頒佈但於二零零九年尚未生效之準則修訂及詮釋對本集團業務之影
響。

3 分類資料

本集團主要營運決策者為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檢討本集團之內部報告以評估業績及
分配資源，並基於該等報告確定業務分部。

本集團主要於香港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經營業務。本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賓客
產品，故董事會認為本集團經營單一業務分部。從地理區域角度來評估業績，董事會依據
本集團按地理位置劃分的收入由客戶所在地釐定。資產按資產所在地分配。

董事會以未計所得稅前分類溢利╱（虧損）為衡量基準來評估業務分部之表現。該衡量基準
不計業務分部所產生之非經常性開支之影響。

分部資料乃按綜合基準呈報，因此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及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
無呈報任何分部間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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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參考各分部收入來分配折舊及攤銷費用，因為這樣可公平地呈報分部業績。提供予
管理層之其他資料按與財務資料一致之方式計量。

           其他
           亞太區
           國家  其他
 北美洲  歐洲  中國  香港  澳洲  （附註i）  （附註ii）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收入總額 137,191  55,732  67,514  37,030  5,137  42,176  1,012  345,792
折舊及攤銷 (4,587 ) (1,864 ) (2,257 ) (1,238 ) (172 ) (1,410 ) (34 ) (11,562 )
財務收入 –  –  662  690  –  2  –  1,354
財務成本 –  –  (462 ) –  –  –  –  (462 )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  –  –  –  –  114  –  114
               

未計所得稅前分類
 溢利╱（虧損） 24,605  9,043  8,647  4,993  (700 ) 3,642  223  50,453
所得稅開支               (10,726 )               

期內溢利               39,727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收入總額 ���,���  �0,�0�  ��,���  ��,���  ��,��0  ��,���  �,0��  ���,���
折舊及攤銷 (�,��� ) (�,��� ) (�,��0 ) (�,��� ) (��� ) (��� ) (�0� ) (�0,��� )
財務收入 –  –  �,���  �,���  –  –  –  �,���
財務成本 –  –  (�,��� ) –  –  –  –  (�,��� )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  –  –  –  –  ��  –  ��
               

未計所得稅前分類溢利 ��,���  ��,���  �,���  �0,���  �,0��  �,���  �,���  (��,��� )
所得稅開支               (��,��� )               

期內溢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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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亞太區
           國家  其他
 北美洲  歐洲  中國  香港  澳洲  （附註i）  （附註ii）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資產總額 �0,���  �0,���  �0�,0��  ��0,���  �,���  ��,���  ���  ���,��0
包括：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  –  –  –  –  ���  –  ���
非流動資產添置（金融工具及
 遞延稅項資產除外） –  –  ��,���  ��  �  ��  –  ��,���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資產總額 ��,���  ��,��0  ���,���  ���,���  ��,0��  ��,0��  �,���  �,0��,���
包括：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  –  –  –  –  ���  –  ���
非流動資產添置（金融工具及
 遞延稅項資產除外） –  –  ��,���  �,���  ���  ���  –  ��,���
               

附註：

(i) 其他亞太區國家主要包括日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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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其他主要包括南非、埃及、摩洛哥及尼日利亞。

本集團設於香港及中國。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來自香港及中國外
部客戶之收入約為�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0,���,000
港元），而來自其他國家外部客戶之收入總額約為���,���,000港元（二零零八年：約
���,0��,000港元）。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位於香港及中國之非流動資產（金融工具及遞延稅項資產除外，
並無僱員福利資產及保險合約產生之權利）合計約為���,���,000港元（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約���,���,000港元），而位於其他國家之該等非流動資產合計約為�,0��,000港
元（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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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性質分列的開支

包括在銷售成本、分銷成本及行政開支內的開支╱（收益）列述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存貨變動 173,531  �0�,��0
核數師酬金 551  ���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的攤銷 180  ��0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折舊 11,327  �0,���
無形資產的攤銷 55  ��
樓宇的經營租賃租金 1,500  �,0��
陳舊存貨的撥備 667  �,��0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的減值撥備 2,768  �,���
壞賬撇銷 26  ��
僱員福利開支 58,994  ��,���
交通費用 14,336  ��,���
匯兌虧損╱（收益） 1,826  (�,��� )
廣告成本 751  �,���
   

5 所得稅開支

於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扣除╱（計入）的所得稅款額為：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 8,963  ��,���
－中國企業所得稅 2,584  ���
－新加坡所得稅 (20 ) (��� )   

 11,527  ��,���
遞延所得稅 (801 ) (��� )   

 10,726  ��,���
   

香港利得稅乃按照期內的估計應課稅溢利以��.�%（二零零八年：��.�%）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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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稅項乃按照估計應課稅收入及經營業務所在國家的現行所得稅稅率計算。中國企業所
得稅新法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生效，而一間在深圳的附屬公司的適用稅率已調整至
�0%（二零零八年：��%）。

6 每股盈利

(a) 基本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
��,���,000港元）除以本期間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目�00,000,000股（二零零八
年：�00,000,000股）計算。

(b) 攤薄

每股攤薄盈利與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相同，皆因所有
潛在普通股均具反攤薄作用。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並無發行
潛在攤薄普通股，故每股攤薄盈利亦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7 股息

董事會議決就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中期股息每股0.0�港元，股息總額
為��,0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無）。

董事會於二零零九年三月十二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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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總額為�0,�00,000港元，已於二零零九年五月五日獲本公司股東批
准，並於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五日派付。

8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 137,768  ���,���
應收票據 6,639  �,�0�   

 144,407  ���,�0�
減：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8,966 ) (�,�0� )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淨額 135,44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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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賬齡分析如
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75,948  ��,���
�至�0日 32,827  ��,��0
��至�0日 11,029  ��,���
��至�0日 5,430  �,�0�
��至��0日 7,768  �,���
��0日以上 11,405  �,�0�   

 144,407  ���,�0�
   

本集團授出的信貸期為��日至��0日。

9 應付貿易賬款

應付貿易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38,978  ��,���
�至�0日 15,678  ��,0��
��至�0日 840  �,���
��至�0日 571  ���
�0日以上 3,971  �,���   

 60,0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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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儘管全球經濟下滑，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上半年的財務業績仍保持穩健。在經濟衰退環
境下，本集團的收入減少��.�%至���.�百萬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為���.�百萬港元。因整
個回顧期內全球業務及旅遊活動減少，賓客產品及配套用品之整體需求持續疲軟。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為�0.0百萬港元，而
去年同期則為��.0百萬港元。每股基本盈利為�.�港仙（二零零八年：�.0港仙）。

受惠於本集團持續實行成本控制措施，期內的整體毛利率由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增加�.�%至�0.�%。

綜合資產淨值由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0.�百萬港元減少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
日之���.�百萬港元。

董事會議決就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中期股息每股�.0港仙（二零零八
年：無）。

下列為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
綜合財務摘要：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收入 345.8  ���.�
毛利 104.7  �0�.�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40.0  ��.0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資產淨值 753.1  ��0.�
每股基本盈利（港仙） 6.7  �.0
每股股息（港仙） 3.0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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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本集團之業績顯現其能夠於此前所未有之不利經濟環境下創造溢利、產生現金及為其股
東提供回報。鑑於本集團資本結構穩固及流動資金充裕，董事會已批准每股�.0港仙之中
期股息，總值為��.0百萬港元。

本集團的財政狀況穩健，料將受惠於市況好轉。中國大陸仍為本集團發展策略之重點。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繼續於中國大陸投資，以擴展其業務及可向客戶提供之服務種類：

• 位於中國廣西省且由本公司擁有��%權益之一間附屬公司計劃於今年第四季度向本
集團客戶供應毛巾及其他布草用品；及

• 本集團於中國江蘇省建設之洗滌廠預計於二零一零年中開業。

期內，本集團已與兩家主要專注於亞太區的國際酒店連鎖集團訂立新合約。本集團繼續
致力於擴大於中國的市場份額。於二零零九年上半年，本集團已與多家酒店訂立合約，
包括但不限於Chateau Changyu AFIP Beijing、鄂爾多斯大酒店及New Century Hotels and 
Resorts。

香港方面，本集團取得多家酒店或集團酒店之訂單，藉以進一步拓展本地市場。

至於國際航空公司客戶，本集團已透過多家分銷商成功取得美國聯合航空公司、西北航
空公司、奧地利航空公司、俄羅斯航空公司、新西蘭航空公司及捷克航空公司之訂單。
該等客戶連同前述業務發展將極大地推動本集團之增長。

本集團秉承可持續發展的原則，就此擬定了多項環保政策，並尋求各種解決方案以開發
有助於減少環境影響的產品。本集團已成功取得國際生態認證中心及歐盟生態標識認
證，並有幸成為亞洲獲得該等認證的首家酒店用品供應商，進一步鞏固其於業內的領導
地位，並向社會承諾生產優質的環保型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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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儘管短期內本集團對市場仍持謹慎態度，但本集團對香港及中國大陸的長期經濟前景充
滿信心。經歷二零零八年下半年經濟銳挫後，中國於近期錄得一系列令人振奮之宏觀數
據，顯示動蕩的經濟有趨穩的先兆。香港的物業市場蓬勃發展且公眾負債率較低，因此
本集團相信香港經濟的基本因素仍然強勁。儘管經濟開始復甦，各國政府及央行持續實
施寬鬆之貨幣政策，但美國及歐洲經濟的基本因素仍不明朗。

展望未來，本集團將繼續專注於其核心業務，爭取與現有及新客戶訂立訂單，並開發新
產品系列。可持續發展及為股東創造長期增長亦將成為本集團之發展重點。儘管目前形
勢嚴峻，本集團仍將繼續貫徹其策略，憑藉其雄厚的財力於新興市場（尤其是中國）發掘
收購商機，以擴增其盈利基礎、拓展其產品系列及豐富其業務範疇。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合共���.�百萬港元（二零零八
年：���.�百萬港元）。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以美元提取之尚未償還
借貸賬面值為��.�百萬港元，已由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悉數償
還。

悉數償還尚未償還借貸後，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之負債比率為零，計算基準為借貸
除總權益，而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

本集團承受以人民幣為主之各種外匯風險，本集團目前並無外匯對沖政策。

按照現有手頭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以及可用銀行借貸的水平計，本集團的流動資金狀況
仍然保持強勁，具備充足財務資源，足以應付其當前營運資本需求及未來擴充計劃。

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所持受限制現金乃抵押予一間中國商業銀行，以符合
中國海關部門就出口作出之規定。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結餘乃作為向一間中
國商業銀行提取以美元計值的貸款之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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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本承擔為��.�百萬港元（二零零八年：�.�百萬港
元）。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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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僱員總數約為�,�00名。本集團提供完善之薪酬福
利，並由管理層定期作出檢討。董事會可根據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酌情向本集團合資格
僱員授出購股權。本集團亦投資於為其管理層人員及其他僱員持續提供教育和培訓計
劃，旨在不斷提升彼等之技能及知識。

購買、銷售或贖回股份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銷售或贖回
本公司任何股份。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
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所
有守則條文，惟下述偏離情況除外：

•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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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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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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彼等已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董事會決議派付中期股息每股�.0港仙。中期股息將於二零零九年十月八日或前後分派
予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四日營業結束時間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本公司將於二
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五日（星期五）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星期三）（包括首尾兩天）暫停
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獲派中期股息，所有股份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
零零九年九月二十四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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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價格及成交量不尋常波動

董事會已知悉今天本公司之股份價格及成交量均有所上升，茲聲明除刊發本業績公佈
外，董事會並不知悉任何導致股份價格及成交量上升之原因。

暫停及恢復買賣

應本公司之要求，本公司股份已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日下午二時三十分起在聯交所暫停
買賣，以待刊發本公佈。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九年九月四日上午
九時三十分起恢復買賣。

代表董事會
明輝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程志輝
主席

香港，二零零九年九月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程志輝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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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秋松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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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