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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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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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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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如下：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 811,336		 ���,0��
銷售成本 � (576,768	)	 (���,��� )    

毛利  234,568		 ���,���

分銷成本 � (73,135	)	 (��,��� )
行政開支 � (56,258	)	 (��,��� )
其他收入  1,480		 �,0��    

經營溢利  106,655		 ���,���
財務收入  1,848		 ��,0��
財務成本  (505	)	 (�,��0 )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118		 ���
投資物業的公平值收益  11,597		 –    

未計所得稅前溢利  119,713		 ���,���
所得稅開支 � (25,357	)	 (�0,��� )    

本年度溢利  94,356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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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全面收益
匯兌差額  315		 �,���    

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94,671		 �0�,���    
應佔溢利╱（虧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96,069		 �00,��0
 少數股東權益  (1,713	)	 (�� )    

  94,356		 �00,���    

應佔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96,387		 �0�,���
 少數股東權益  (1,716	)	 (�� )    

  94,671		 �0�,���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以港元列示）
 －基本 � 0.16		 0.��
 －攤薄 � 0.16		 0.��

股息 
 已付中期股息 �0 18,000  –
 建議末期股息 �0 30,000	 �0,�00    

  48,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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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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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245		 ��,���
 物業、廠房及設備  152,578		 ���,��0
 投資物業  82,640		 –
 無形資產  583		 ���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396		 ���
 遞延所得稅資產  4,040		 �,���    

非流動資產總額  308,482		 ���,��0    

流動資產
 存貨  78,520		 ��,���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 188,189		 ���,�0�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1,292		 �,0��
 預繳稅項  1,806		 �,���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28,653		 ��,��0
 受限制現金  –		 ��,���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 455,015		 ���,�0�    

流動資產總額  753,475		 ���,0��    

資產總額  1,06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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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儲備  347,536		 ���,���
 建議末期股息 �0 30,000		 �0,�00    

  791,778		 ��0,���    

少數股東權益  2,044		 –    

總權益  793,82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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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長期銀行借貸 � 57,677		 –
 遞延所得稅負債  2,155		 ���    

非流動負債總額  59,832		 ���    

流動負債
 長期銀行借貸之即期部份 � 6,207		 –
 短期銀行借貸 � –		 ��,��0
 應付貿易賬款 � 89,785		 ��,���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97,960		 ��,���
 即期所得稅負債  13,690		 �,0��
 少數股東貸款  661		 ���
 衍生金融工具  –		 ���    

流動負債總額  208,303		 ���,���    

負債總額  268,135		 ��0,���    

總權益及負債  1,061,957		 �,0��,���    

流動資產淨值  545,172		 �0�,���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853,6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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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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重估在損益賬以公平值列賬的投資物業及若干金融負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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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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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已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採納下列新訂準則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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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全面收益表必須與擁有人之權益變動分開呈列。因此，本集團在綜合權益變動表中呈
列全部擁有人之權益變動，而非擁有人之權益變動則在綜合全面收益表中呈列。比較
資料已重新呈列，以符合經修訂準則。由於會計政策之改變只影響呈列方面，故此對
每股盈利並無影響。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業務分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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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相
同基準予以呈列。財務資料已根據該新規定編製。這導致增加呈列分部報告之數目。
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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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修訂本要求提高有關公平值
計量和流動風險之披露。該修訂本特別要求按公平值之計量層次披露公平值計量。由
於會計政策之改變只導致額外披露，故此對每股收益並無影響。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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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以股份支付的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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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估嵌入式衍生工具
 詮釋第�號（修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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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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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仍未生效而本集團亦無提早予以採納之準則、修訂本及對現有準則之詮釋：

下列為已頒佈之準則、修訂本及對現有準則之詮釋，而本集團必須在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
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或較後期間強制實行，但本集團並無提早予以採納：

 於下列日期或以後
 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財務報表的呈列 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現金流量表 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租賃 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關連方披露 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供股的分類 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合資格對沖項目 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集團現金結算以股份為 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基礎付款的交易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金融工具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最低資金規定的預付款 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詮釋第��號（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 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
 －詮釋第��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以股本工具抵銷財務負債 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
 －詮釋第��號



- � -

 於下列日期或以後
 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會計師公會於二零零八年五月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持作銷售的非流動資產及已 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
  終止經營業務（及為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首次
  採納」的相應修訂本）

香港會計師公會於二零零八年十月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可換股工具的流動╱ 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非流動分類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分類未確認資產的支出 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土地及樓宇的租賃分類 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商譽減值測試的記賬單位 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
  （經修訂）產生的額外相應
  修訂本，及計量在業務合併
  中收購的無形資產公平值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視貸款的預付款罰款為有 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緊密關連的衍生工具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現金流量對沖記賬 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業務合併合約的範圍豁免 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及 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的範圍（經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就分類為持作出售的非流動 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資產（或出售組別）或已終止
  業務須作出的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分類資產的信息披露 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重估嵌入式衍生工具 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
 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海外業務投資淨額對沖 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
 －詮釋第��號（修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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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營運決策者為董事會。董事會檢討本集團之內部報告以評估業績及分配資源。董事會
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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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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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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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並無呈報任何分部間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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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之資產及負債乃參照本集團所經營業務之主要市場進行分配。

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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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分類收入 314,478	 	 127,665	 	 169,821	 	 81,025	 	 23,160	 	 91,531	 	 3,656	 	 811,336
除利息、稅項、投資物業的公平值
 收益、折舊及攤銷前的盈利 59,993	 	 15,173	 	 28,204	 	 11,731	 	 306	 	 16,099	 	 547	 	 132,053
投資物業的公平值收益 –	 	 –	 	 –	 	 11,597	 	 –	 	 –	 	 –	 	 11,597
折舊 (9,563	)	 (3,882	)	 (5,164	)	 (2,464	)	 (704	)	 (2,783	)	 (111	)	 (24,671	)
攤銷 (282	)	 (114	)	 (152	)	 (73	)	 (21	)	 (82	)	 (3	)	 (727	)
財務收入 –	 	 –	 	 1,028	 	 818	 	 –	 	 2	 	 –	 	 1,848
財務成本 –	 	 –	 	 (462	)	 (43	)	 –	 	 –	 	 –	 	 (505	)               

未計所得稅前分類溢利╱（虧損） 50,148	 	 11,177	 	 23,454	 	 21,566	 	 (419	)	 13,236	 	 433	 	 119,595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118
所得稅開支             	 	 (25,357	)               

本年度溢利              	 94,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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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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分類收入 ���,���  ���,��0  ���,���  ��,���  ��,���  ��,���  �,0��  ���,0��
除利息、稅項、投資物業公平值
 收益、折舊及攤銷前的盈利 ��,0��  ��,0��  ��,���  ��,���  �,���  �,���  ���  ���,��0
投資物業的公平值收益 –  –  –  –  –  –  –  –
折舊 (�,��� ) (�,��� ) (�,��� ) (�,��� ) (�,��� ) (�,00� ) (��� ) (��,�0� )
攤銷 (��� ) (�� ) (�� ) (�� ) (�� ) (�� ) (� ) (��� )
財務收入 –  –  �,0��  �,00�  –  �  –  ��,0��
財務成本 –  –  (�,��0 ) –  –  –  –  (�,��0 )               

未計所得稅前分類溢利 ��,��0  ��,0�0  ��,���  �0,���  �,���  �,���  ���  ���,���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
所得稅開支               (�0,��� )               

本年度溢利               �00,���
               

	 		 		 		 其他地區
	 中國		 香港		 澳洲	 （附註iii）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資產總額 320,427		 723,610		 2,697		 15,233		 1,061,957
包括：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		 396		 –		 –		 396
 非流動資產添置（金融工具
  及遞延所得稅資產除外） 30,846		 136,176		 117		 15		 167,154
         

負債總額 144,230		 121,603		 1,050		 1,252		 268,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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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債總額 �0�,���  ��,�0�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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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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其他地區主要包括新加坡及英屬處女群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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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列述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存貨變動 418,907		 ���,���
核數師酬金 1,880		 �,0�0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的攤銷 610		 ��0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折舊 24,671		 ��,�0�
無形資產的攤銷 117		 �0�
樓宇的經營租賃租金 3,607		 �,���
陳舊存貨的撥備 2,624		 �,��0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的減值（撥回）╱撥備 (1,612	)	 �,00�
僱員福利開支 135,937		 ���,��0
交通費用 34,033		 ��,���
匯兌虧損╱（收益） 502		 (�,0�� )
廣告成本 3,312		 �,�0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 82		 –
來自產生租金收入之投資物業產生之直接經營開支 115		 –
公用開支 15,681		 ��,���    

4	 所得稅開支

於綜合全面收益表扣除╱（撥回）的所得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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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54	 ��,���
 －中國企業所得稅 3,948	 �,���
 －新加坡所得稅 663  –    

 21,365	 ��,���
遞延所得稅 3,992  (�0� )    

 25,35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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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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以��.�%（二零零八年：��.�%）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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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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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二零零八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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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
年及二零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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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
��%（二零零八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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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 182,912	 ��0,���
應收票據 9,394	 �,�0�
來自一名少數股東的應收款項 476	 ���    

 192,782	 ���,�0�
減：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4,593	) (�,�0� )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淨額 188,189	 ���,�0�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112,592	 ��,���
�－ �0日 42,860	 ��,��0
��－ �0日 15,400  ��,���
��－ �0日 11,463	 �,�0�
��－ ��0日 5,438	 �,���
��0日以上 5,029  �,�0�    

 192,782	 ���,�0�    

本集團授予的信貸期介乎��日至��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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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現金及手頭現金 278,546	 ��,���
銀行存款 176,469	 ���,���    

 455,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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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應付貿易賬款

應付貿易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55,474  ��,���
�－ �0日 27,194	 ��,0��
��－ �0日 2,789  �,���
��－ �0日 2,349	 ���
�0日以上 1,979	 �,���    

 89,785	 ��,���    

8	 借貸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即期：
長期銀行貸款 57,677	 –

即期：
短期銀行貸款 –	 ��,��0
長期銀行貸款的即期部份 6,207	 –    

 63,884	 ��,��0    

代表：
有抵押 63,88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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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借貸均以港元及美元計值並應償還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即期：
－港元（附註a） 57,677	 –    

代表：
遲於一年但不遲於五年 25,358
五年以上 32,319  –    

 57,677	 –    

即期：
－港元（附註a） 6,207	 –
－美元（附註b） –	 ��,��0    

附註a

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本集團取得以港元列值之按揭貸款，按低於一個月之香港銀行同業
拆息（「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0.��%及港元最優惠利率減�.��%之利息計息，用於購入若干
位於香港之物業。該等物業以按揭貸款抵押，並計入本集團財務報表為租賃土地及土地使
用權、物業、廠房及設備及投資物業，其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淨賬面值分別為
��,0�0,000港元、��,���,000港元及��,��0,000港元。

附註b

於二零零八年，本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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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借貸已於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償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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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千港元） 96,069	 �00,��0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600,000	 �00,000    

每股基本盈利（每股港元） 0.1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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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攤薄

每股攤薄盈利假設所有可攤薄的潛在普通股被兌換後，調整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
數計算。本公司有購股權屬可攤薄的潛在普通股，計算方法為根據尚未行使購股權所
附的認購權的貨幣價值，釐定按公平值（釐定為股份的平均每年市價）可購入的股份
數目。按以上方式計算的股份數目，與假設購股權行使而應已發行的股份數目作出比
較。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盈利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千港元） 96,069	 �00,��0    

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千股） 600,000	 �00,000
調整：
－購股權（千股） 1,324	 –    

每股攤薄盈利的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千股） 601,324	 �00,000    

每股攤薄盈利（每股港元） 0.16	 0.��    

10.	 股息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日，董事會決議派發中期股息每股0.0�港元，股息總額為��,000,000港
元，且已於二零零九年十月八日支付。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十八日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為
每股0.0�港元（二零零八年：每股0.0��港元），股息總額為�0,0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
�0,�00,000港元），惟須待股東於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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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收入總額較去年同期減少�.�%至���.�百萬
港元，反映市場對賓客產品及配套用品之需求疲軟。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為��.�百萬港元，與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的�00.�百萬港元相比減少�.�%。

每股基本盈利為��港仙（二零零八年：��港仙）。

年內之整體毛利率由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增長�.�%至��.�%，
此乃透過本集團貫徹之成本控制措施而達致。

綜合資產淨值由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0.�百萬港元增加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之���.�百萬港元。

董事會已議決建議就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發末期股息每股�.0港仙，
合共派發全年股息每股�.0港仙（二零零八年：每股�.�港仙）。建議股息須待於二零一零年
五月十三日舉行之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後方可作實。

本集團於年內之溢利包括下列項目：

‧ 位於香港中環區之投資物業之公平值增長�.�百萬港元，包括公平值收益��.�百萬港
元及相應之遞延所得稅支出�.�百萬港元；

‧ 因應本公司總辦事處遷址，有關位於香港屯門舊總辦事處加速折舊支出�.�百萬港
元；

‧ 授予合資格僱員（包括董事）之購股權公平值開支�.�百萬港元；

‧ 有關位於廣西省毛巾製造工廠（本集團擁有��%權益）之經營確認虧損�.�百萬港元；
及

‧ 有關其持有��%權益之香港兩間零售店舖確認虧損�.0百萬港元。



- �� -

下列為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摘要：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收入 811.3	 ���.0
毛利 234.6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96.1	 �00.�
資產淨值 793.8	 ��0.�
每股基本盈利 0.16	 0.��
每股攤薄盈利 0.16	 0.��

業務回顧

儘管財務及資本市場轉好帶動經濟復甦，然而全球經濟衰退對業務活動的影響仍然是廣
闊及深遠。全球經濟低迷導致本集團之收入及溢利於此艱難時期有所下降。

二零零九年，本集團於中國及其他亞太國家（澳洲除外）之經營持續增長，收入貢獻分別
佔約��%及��%（二零零八年：��%及�%）。於危機期間，就折舊及攤銷前盈利方面，北
美、歐洲、香港及澳洲之所有其他主要市場保持盈利，惟因經濟形勢嚴峻令需求萎縮從
而抑制收入增長。新興市場之收入增長大幅抵銷發達市場較低收入之影響。由此表明本
集團增加對快速增長市場之投入，此舉符合市場共識，即於未來十年內全球增長將主要
來自於新興市場。

為加快其業務進程及提升服務及產品以滿足客戶需求，本集團以總代價人民幣�.�百萬元
（相當於約�.�百萬港元）購入大連市多項物業，增加其於遼寧省的市場據點以滿足其中國
客戶日益增長之需求。透過於江蘇省興建之洗滌廠及於廣西省成立擁有��%權益之附屬
公司以供應毛巾及其他日用織品，本集團繼續於中國拓展其業務及拓寬其產品範圍。

至於航空業務，本集團透過其分銷商客戶取得新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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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對香港經濟前景樂觀，繼續於香港整合及擴充其業務。於二零零九年十月，本集
團以總代價���.�百萬港元購入位於中環地區之辦公室物業。該辦公室物業位於香港皇后
大道中���號新紀元廣場低座�樓（總建築面積約為��,���平方呎）連同兩個車位。於二零
一零年二月，本公司之總辦事處由屯門遷至該中環辦公室（佔地約�,���平方呎），反映其
於香港－大中華地區之門戶之深厚根基。餘下辦公室物業於本集團之資產負債表確認為
投資物業，並乃全部租出予第三方之租客。

鑒於香港經濟氛圍不斷改善及二零零九年第四季度零售業銷售額反彈，本集團出資�0百
萬港元與一名美容顧問（彼為美容護理業之專家）成立一間擁有��%權益之附屬公司。該
附屬公司旨在開發及創建以甄選之沐浴及身體護理品牌為主導的名為「体‧研究所」的沐
浴及身體護理概念連鎖專門店，以服務亞太地區日益增長之追求質量更好、價格合宜之
沐浴及身體護理產品之成熟時尚客戶。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該附屬公司透過分別在銅
鑼灣及旺角開立兩間零售店舖推出其新款個人護理產品，成功地邁出第一步。

前景

儘管由於杜拜及希臘債務危機導致二零零九年下半年出現動盪，全球主要市場於二零一
零年初繼續復甦。雖然主要中央銀行決心維持寬鬆貨幣政策，但其中部份中央銀行已計
劃執行「退出策略」以避免資產價格泡沫及惡性通貨膨脹。二零一零年為應對國際金融危
機及維持平衡及合理快速經濟發展之關鍵一年。

在此背景下，本集團對長期前景非常樂觀及其對來年之核心市場展望已轉為正面，此乃
主要歸因於來自中國及亞太地區之持續需求，以及二零零九年下半年美國經濟恢復增
長。去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達�.�%，於二零一零年中國年增長率預期約為�%。本集
團相信，中國經濟的穩步增長連同今年在上海主辦世博會及廣州主辦亞運會將為其提供
大量商機。藉著本集團在中國及亞太地區之強勢據點以及成功的商業模式，本集團已準
備妥當進一步增加其市場份額及在新興市場奠定基礎，並考慮將為其業務組合增加價值
之收購。展望未來，本集團預期來自中國及亞太地區之收入將會成為其整體業務之更重
要部分。

儘管本集團將其定位於亞太地區中心，並加強其對新興市場之關注，透過自然增長及構
建策略合作夥伴，將繼續於所有其他主要市場增強其份額及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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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合共���.0百萬港元（二零
零八年：���.�百萬港元）。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以美元提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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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悉數償還。於二零零九年十一
月，本集團與香港一家大銀行訂立抵押契據，以籌集��.�百萬港元以完成購入位於中環
區之辦公室物業。該項融資乃按一個月之香港銀行同業拆息率加年利率0.��厘或按港元
最優惠利率減�.��厘計息（以較低者為準）。該項融資乃以辦公室物業作為抵押，到期日
為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該項融資之未償還借貸
為��.�百萬港元。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比率為�.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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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種外匯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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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用銀行融資的水平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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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抵押總賬面值為���.�百萬港元（二
零零八年：零）之資產以獲取已提取之銀行借貸。

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資本承擔為��.0百萬港元（二零零八年：�.�百萬
港元）。於結算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訂約惟未於財務報表撥備 31,582	 �,���
董事已授權惟未訂約 37,388	 –    

 68,9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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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承擔主要與中國江蘇省常熟市洗滌廠的建設有關。

僱員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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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截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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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截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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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守則條文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
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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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的全年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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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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九日（星期四）至二零一零年五月四日（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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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八日（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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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本公司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建議末期股息後，股息將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七
日或前後派付予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八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
東。

承董事會命
明輝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程志輝

香港，二零一零年三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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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
錦洪先生及馬振峰先生。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