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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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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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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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重列）
    附註�(a)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 1,085,933  ���,���
銷售成本 � (782,562 ) (���,��� )    

毛利  303,371  ���,���

分銷成本 � (112,998 ) (��,��� )
行政開支 � (73,722 ) (��,��� )
其他收入  4,892  �,��0    

經營溢利  121,543  �0�,���
財務收入  950  �,���
財務成本  (791 ) (�0� )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220  ���
投資物業的公平值收益  14,000  ��,���    

未計所得稅前溢利  135,922  ���,���
所得稅開支 � (26,178 ) (��,��� )    

本年度溢利  109,7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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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經重列）
    附註�(a)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全面收益
匯兌差額  19,322  ���    

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129,066  ��,���    

應佔溢利╱（虧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16,128  ��,���
非控股權益  (6,384 ) (�,��� )    

  109,744  ��,���    

應佔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35,492  ��,�00
非控股權益  (6,426 ) (�,��� )    

  129,066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以港仙列示）
 －基本 �0 19.0  ��.�
 －攤薄 �0 18.4  ��.�    

已宣派股息 �� 52,3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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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重列）  （經重列）
    附註�(a)  附註�(a)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商譽  328,713  –  –
土地使用權  25,966  ��,���  ��,���
物業、廠房及設備  281,276  �0�,��0  ���,��0
投資物業  104,423  ��,��0  –
無形資產  18,214  ���  ���
長期預付款項  27,560  –  –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561  ���  ���
遞延所得稅資產  2,981  �,0�0  �,���      

非流動資產總額  789,694  �0�,���  ���,��0      

流動資產
存貨  148,192  ��,��0  ��,���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 247,884  ���,���  ���,�0�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764  �,���  �,0��
預繳稅項  5,864  �,�0�  �,���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70,474  ��,���  ��,��0
受限制現金  2,544  –  ��,���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 158,846  ���,0��  ���,�0�      

流動資產總額  634,568  ���,���  ���,0��      

資產總額  1,424,262  �,0��,���  �,0��,���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6,371  �,000  �,000
股份溢價  495,591  �0�,���  �0�,���
儲備  447,906  ���,���  ���,���
建議末期股息 �� 28,671  �0,000  �0,�00      

  978,539  ���,���  ��0,���      

非控股權益  (4,182 ) �,0��  –      

總權益  974,357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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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重列）  （經重列）
    附註�(a)  附註�(a)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長期銀行借貸 � 51,497  ��,���  –
長期應付款項  10,471  –  –
遞延所得稅負債  11,053  ���  ���      

非流動負債總額  73,021  ��,���  ���      

流動負債
長期銀行借貸之即期部份 � 6,207  �,�0�  –
短期銀行借貸 � 11,719  –  ��,��0
應付貿易賬款 � 149,640  ��,���  ��,���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178,007  ��,��0  ��,���
即期所得稅負債  25,971  ��,��0  �,0��
非控股權益貸款  4,682  ���  ���
應付股息  658  –  –
衍生金融工具  –  –  ���      

流動負債總額  376,884  �0�,�0�  ���,���      

負債總額  449,905  ���,���  ��0,���      

總權益及負債  1,424,262  �,0��,���  �,0��,���      

流動資產淨值  257,684  ���,���  �0�,���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1,047,37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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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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投資物業及若干金融負債（包括衍生工具）之重估在損益賬以公平
值列賬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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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另有說明，該綜合財務資料以千港元列值。

2 會計政策

(a) 本集團採納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下列新訂準則及準則的修訂本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首次強制實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業務合併」以及其後香港會計準則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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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香港會計準則第��號「於
合營企業的權益」的修訂本對收購日期為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首個年度
報告期間開始當日或以後的業務合併有效。

是項經修訂準則繼續對業務合併應用收購會計法，惟較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有若
干重大變動。例如，收購業務的所有付款乃按收購日期的公平值記錄，而分類為債務
的或然付款其後透過綜合全面收益表重新計量。就每項收購個案而言，於被收購方的
非控股權益可選擇按公平值或按非控股權益應佔被收購方淨資產的比例計量。所有收
購相關成本乃支銷。

是項經修訂準則已應用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一日收購奧天集團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奧天集團」）的全部股權。收購相關成本�,���,000港元已於綜合全面收益表確認，
該筆款項原應計入業務合併代價當中。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規定將全面收益總額歸屬予母公司擁有人及非控股權
益，即使此舉令非控股權益之結餘出現虧絀。於此修訂之前，非控股權益僅會以其於
附屬公司股本所佔非控股權益為限分攤虧損，惟非控股權益負有具約束力之責任並能
作出額外投資以彌補虧損則作別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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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已根據該修訂之生效日期及過渡性條文於二零一零年一
月一日開始的年度期間追溯應用。

採納該修訂之影響如下：

 截至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千港元

非控股權益應佔全面虧損總額增加 �,���
非控股權益減少 (�,���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增加（港仙） 0.��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攤薄盈利增加（港仙） 0.��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的修訂本「租賃」，刪除有關土地租賃分類之特定指引，以消除與
租賃分類的一般指引不符之處。因此，土地租賃應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的一般原
則分類為融資或經營租賃，即租賃是否轉移了與資產所有權有關之所有重大風險及回
報予承租人。於修訂之前，租賃期結束時預期業權不會轉移至本集團之土地權益被分
類為「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項下之經營租賃，並在租賃期內攤銷。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的修訂本已根據修訂本的生效日期及過渡性條文於二零一零年
一月一日開始的年度期間追溯應用。本集團已於該等租賃開始時根據現有資料重新評
估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未屆滿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的分類，並已追溯確認於香港
的租賃土地為融資租賃。該重新評估致使本集團將若干租賃土地重新分類為融資租賃
（而非經營租賃）。

採納該修訂本的影響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月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土地使用權減少 (55,388 ) (��,��� ) (�,��0 )
物業、廠房及設備增加 55,388  ��,���  �,��0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攤銷費用減少 (1,514 ) (��0 )
折舊費用增加 1,51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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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本年度，本集團亦已提早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的修訂本「遞延稅項：收回相關
資產」。該修訂本致使香港（常務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所得稅－收回經重估的非
折舊資產」不再應用於以公平值入賬的投資物業。該修訂亦將先前載於香港（常務詮釋
委員會）－詮釋第��號（已撤回）的其他指引載入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已為根
據香港會計準則第�0號「投資物業」按公平值計量的投資物業計量原則提供例外情況。
該例外情況的目的為反映實體在預計收回投資物業時所涉及的主觀因素。尤其是，按
公平值計量的投資物業可透過銷售全數收回是這一項可被推翻的推定，故於香港的投
資物業重新估值時無需確認遞延稅項。

是項會計政策變動已被追溯應用，而比較財務資料亦已相應重新呈列。由於本集團於
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概無任何投資物業，故採納是項修訂不會對最早比較期間的期初
資產負債表構成任何影響。

採納是項修訂的影響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所得稅開支減少 (2,310 ) (�,��� )
遞延所得稅負債減少 (4,223 ) (�,��� )
年初保留盈利增加 1,913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增加（港仙） 0.38  0.��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攤薄盈利增加（港仙） 0.3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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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首次強制實行惟現時與本集團無關（儘管該等
準則及詮釋可能影響未來交易及事項之會計處理方式）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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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以股份為基礎的支付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資產減值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無形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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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報表的呈列－借款方對定期貸款（包含可
 －詮釋第�號  按要求償還的條款）的分類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
 －詮釋第��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客戶轉讓資產
 －詮釋第��號

香港會計師公會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持作銷售的非流動資產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香港會計師公會於二零零九年五月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財務報表的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現金流量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收入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以股份為基礎的支付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持作銷售的非流動資產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業務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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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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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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已頒佈惟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並無生效及並無提早予以採納的新準
則、修訂本及詮釋

  於下列日期或以後
  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 關連方披露 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 金融工具：呈列 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
 （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
 第�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金融工具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第�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設定受益 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詮釋委員會）  資產限額、最低資金規定
 －詮釋第��號  及其相互關係
 （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 以股本工具抵銷金融負債 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
 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號

香港會計師公會於二零一零年五月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

  於下列日期或以後
  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 財務報表的呈列 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
 （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 中期財務報告 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第�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業務合併 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
 第�號（經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金融工具：披露 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第�號（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 客戶忠誠計劃 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號
 （修訂本）

3 分類資料

主要營運決策者為董事會。董事會檢討本集團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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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及分銷賓客產品。從地理區域角度，董事會評估業績時會依據本集團
的客戶所在地域之收入來釐定。年內，本集團收購奧天集團，其主要透過加盟商於中華人
民共和國（「中國」）從事分銷及零售「七色花」品牌化妝品及時尚配飾業務。於收購事項後，
本集團擁有兩項可供呈報的分類：(a)製造及分銷賓客產品業務和(b)分銷及零售化妝品及時
尚配飾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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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以未計所得稅前溢利╱（虧損）和應佔聯營公司溢利為衡量基準來評估業務分部的表
現。

折舊及攤銷費用乃參考各分類收入予以分配。本集團的資產及負債乃參照本集團所經營業
務的主要市場進行分配。

地區

  分銷及零售化妝品
 製造及分銷賓客產品業務 及時尚配飾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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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計  中國  香港  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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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
分類收入 ���,�0�  ���,���  ��0,��0  ��,���  ��,00�  ���,0��  ��,���  �,00�,���  ��,���  �,���  ��,���  �,0��,���

分類間收入 –  –  (�,��� ) –  –  –  –  (�,��� ) –  (�� ) (�� ) (�,��� )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 ���,�0�  ���,���  ���,�0�  ��,���  ��,00�  ���,0��  ��,���  �,00�,���  ��,���  �,��0  ��,���  �,0��,���

除利息、稅項、投資物業的公平值
 收益、折舊及攤銷前的盈利╱（虧損） ��,���  ��,���  ��,���  ��,���  �,���  ��,���  �,���  ��0,���  �0,���  (�,��� ) �0,���  ���,���

投資物業的公平值收益 –  –  –  ��,000  –  –  –  ��,000  –  –  –  ��,000

折舊 (�,��0 ) (�,��� ) (�,��� ) (�,��� ) (��� ) (�,��� ) (�0� ) (��,��� ) (�,0�0 ) (��� ) (�,��� ) (��,��0 )

攤銷 (��� ) (�0� ) (��� ) (�� ) (�� ) (�� ) (� ) (��� ) (�0� ) (� ) (��� ) (�,��0 )

財務收入 –  –  �0�  ���  –  ��  –  ���  ��  –  ��  ��0

財務成本 –  –  –  (��� ) –  –  –  (��� ) (��� ) –  (��� ) (��� )                       

未計所得稅前分類溢利╱（虧損） ��,�0�  �,��0  ��,���  ��,��0  �,���  ��,��0  ���  ���,���  ��,���  (�0,��� ) �,���  ���,�0�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0

所得稅開支                       (��,��� )                        

本年度溢利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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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造及分銷賓客產品業務（經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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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0��  ��,��0  ��,���  �,���  ���,���
除利息、稅項、投資物業的
 公平值收益、折舊及
 攤銷前的盈利 ��,���  ��,���  ��,�0�  ��,���  �0�  ��,0��  ���  ���,0��
投資物業的公平值收益 –  –  –  ��,���  –  –  –  ��,���
折舊 (�,��� ) (�,��� ) (�,��� ) (�,��� ) (��� ) (�,��� ) (��� ) (��,��� )
攤銷 (��� ) (�� ) (�� ) (�� ) (�� ) (�� ) (� ) (�0� )
財務收入 –  –  �,0��  ���  –  �  –  �,���
財務成本 –  –  (��� ) (�� ) –  –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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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溢利               ��,���
               

  分銷及零售化妝品
 製造及分銷賓客產品業務 及時尚配飾業務
  
       其他
       地區          分類間
 中國  香港  澳洲  （附註iii）  小計  中國  香港  小計  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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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
資產總額 ���,0�0  ���,���  �,���  �0,0��  �,0�0,���  ���,���  �,���  ���,���  (��,��� ) �,���,���

包括：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  ���  –  –  ���  –  –  –  –  ���

 非流動資產添置（金融工具及
  遞延所得稅資產除外） ��,���  �,���  –  ���  ��,���  ���,���  ���  ���,�0�  –  ���,0��
                   

負債總額 ���,0��  ���,���  ���  �,���  ���,���  ���,���  ��,���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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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造及分銷賓客產品業務（經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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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  ��,���  �,0��,���
包括：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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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製造及分銷賓客產品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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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
資產總額 ���,���  ���,���  ���  ��,��0  �,0��,���
包括：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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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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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動資產添置包括對商譽、土地使用權、物業、廠房及設備、投資物業、無形資產及長
期預付款項的添置，包括透過業務合併進行收購產生的添置。

向董事會就資產總額及負債總額提供之金額採用與財務報表一致的方法計量。該等資產及
負債按分類的業務而分配。

分類間的銷售按公平基準進行。向董事會呈報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採用與收益表一致的方
法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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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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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開支╱（收益）列述如下：

   （經重列）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存貨變動 592,330  ���,�0�
核數師酬金 3,220  �,��0
土地使用權的攤銷 476  ��0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折舊 28,640  ��,���
無形資產的攤銷 854  ���
樓宇的經營租賃租金 13,772  �,�0�
陳舊存貨的（撥回）╱撥備 (3,670 ) �,���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的減值撥備╱（撥回） 2,296  (�,��� )
僱員福利開支 181,101  ���,���
交通費用 45,806  ��,0��
匯兌（收益）╱虧損 (3,648 ) �0�
廣告成本 6,701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 7  ��
來自產生租金收入之投資物業產生之直接經營開支 95  ���
公用開支 22,723  ��,���
   

5 所得稅開支

於綜合全面收益表扣除的所得稅為︰

   （經重列）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 8,214  ��,���
 －中國企業所得稅 16,178  �,���
 －新加坡所得稅 645  ���   

 25,037  ��,���
遞延所得稅 1,141  �,0��   

 26,178  ��,���
   

稅項乃按本集團經營所在國家的適用稅率計提撥備。香港利得稅乃按照截至二零一零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以��.�%（二零零九年：��.�%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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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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
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前成立的若干深圳及廣州附
屬公司適用的稅率為��%（二零零九年：�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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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附屬公司羅定市品質旅遊用品有限公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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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應課稅溢利。

新加坡的企業稅項乃根據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
��%（二零零九年：��%）計提撥備。

6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 248,328  ���,���  ��0,���
應收票據 6,309  �,���  �,�0�
來自非控股權益的應收款項 136  ���  ���     

 254,773  ���,���  ���,�0�
減：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6,889 ) (�,��� ) (�,�0� )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淨額 247,884  ���,���  ���,�0�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126,721  ���,���  ��,���
� – �0日 51,929  ��,��0  ��,��0
��－ �0日 28,013  ��,�00  ��,���
�� – �0日 15,380  ��,���  �,�0�
�� – ��0日 22,607  �,���  �,���
��0日以上 10,123  �,0��  �,�0�     

 254,773  ���,���  ���,�0�
     

本集團授予的信貸期介乎��日至��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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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現金及手頭現金 87,108  ���,���  ��,���
銀行存款 71,738  ���,���  ���,���     

 158,846  ���,0��  ���,�0�
     

本集團以人民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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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則及規定。

8 應付貿易賬款

應付貿易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85,061  ��,���  ��,���
� – �0日 46,310  ��,���  ��,0��
�� – �0日 9,693  �,���  �,���
�� – �0日 3,864  �,���  ���
�0日以上 4,712  �,���  �,���     

 149,640  ��,���  ��,���
     

9 借貸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非即期：
 長期銀行借貸 51,497  ��,���  –

即期：
 短期銀行借貸 11,719  –  ��,��0
 長期銀行借貸的即期部份 6,207  �,�0�  –     

 69,423  ��,���  ��,��0
     

代表：
 有抵押 69,423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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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均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美元」）計值並應償還的借貸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非即期：
－港元 51,497  ��,���  –

代表：
 遲於一年但不遲於五年 25,484  ��,���  –
 五年以上 26,013  ��,���  –     

 51,497  ��,���  –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港元 6,207  �,�0�  –
－人民幣 11,719  –  –
－美元 –  –  ��,��0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借貸的加權平均實際
年利率載列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借貸總額：
－港元（附註a） 0.93%  0.��%
－人民幣（附註b） 6.11%  –
   

附註a

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本集團取得以港元列值的按揭貸款，按低於一個月的香港銀行同業
拆息率（「香港銀行同業拆息率」）加0.��厘及港元最優惠利率減�.��厘計息，用於購入若干
位於香港的物業。按揭貸款乃以該等物業作為抵押，並計入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為物業、
廠房及設備以及投資物業，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賬面淨值分別為��,���,000港元
及��,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分別為��,���,000港元及��,��0,000港元）。

附註b

於二零一零年八月，本集團取得以人民幣列值的循環貸款，按中國人民銀行三個月貸款利
率乘�.��倍計息，用作營運資金。循環貸款乃以一處物業作為抵押，並計入本集團綜合財
務報表為土地使用權以及物業、廠房及設備，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賬面淨值分
別為�,���,000港元及��,���,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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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每股盈利

(a) 基本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的計算方法是將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除以
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經重列）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千港元） 116,128  ��,���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612,377  �00,000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港仙） 19.0  ��.�
   

(b) 攤薄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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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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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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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重列）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盈利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千港元） 116,128  ��,���

   

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千股） 612,377  �00,000
調整：
 －購股權（千份） 17,210  �,���   

每股攤薄盈利的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千股） 629,587  �0�,���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攤薄盈利（港仙） 1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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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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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仙，股息總額為��,000,000港
元，且已於二零零九年十月八日支付。

於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三日，本公司股東已批准派發末期股息每股�.0港仙，股息總額為
�0,000,000港元，且已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七日支付。

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六日，董事會決議派發中期股息每股�.�港仙，股息總額為
��,�00,000港元，且已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八日支付。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股息為
每股�.�港仙（二零零九年：每股�.0港仙），股息總額約為��,���,000港元（二零零九年：
�0,000,000港元），惟須待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二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
上獲批准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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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保留盈利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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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收入總額增加��.�%至�,0��.�百萬港元，其
中�,00�.�百萬港元乃由製造及分銷賓客產品業務貢獻而��.�百萬港元乃由分銷及零售化
妝品及時尚配飾業務貢獻，其為本集團的新業務分部。與去年同期相比，反映本集團所
有地區的銷售額均有增長。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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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0百萬港元相
比增加��.�%。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為��.0港仙（二零零九年：��.�港仙）。

年內的整體毛利率由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減少�.0%至��.�%，
主要由於原材料價格上升所致。

綜合資產淨值由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百萬港元增加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的���.�百萬港元。

董事會已議決建議就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發末期股息每股�.�港仙，
合共派發全年股息每股�.0港仙（二零零九年：每股�.0港仙）。建議股息須待於二零一一年
五月十二日舉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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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位於香港的投資物業的公平值增長��.0百萬港元；

• 有關位於中國江蘇省洗滌廠（本集團擁有全部權益）的經營虧損�.�百萬港元；

• 授予合資格僱員（包括董事）的購股權公平值補償開支�.�百萬港元；

• 有關位於中國廣西省毛巾製造廠（本集團擁有��%權益）的經營虧損�.0百萬港元；及

• 有關其持有��%權益的「体‧研究所」品牌項下的零售業務虧損�0.�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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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摘要載列如下：

   （經重列）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收入 1,085.9  ���.�
毛利 303.4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116.1  ��.0
資產淨值 974.4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港仙） 19.0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攤薄盈利（港仙） 18.4  ��.�

業務回顧

受惠於亞洲地區主導的全球經濟強勁的復甦勢頭，尤其是亞洲地區新興市場的內需持續
高漲。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期間錄得銷售額大幅增長，綜合收入總額達�,0��.�百萬港
元，較二零零九年上升��.�%，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為���.�百萬港元。董事會亦已建議
派發股息每股�.�港仙，總值��.�百萬港元。

由於新興亞洲國家（尤其是中國）的強大市場力量，本集團的核心業務（賓客用品的製造及
分銷業務）持續增長。二零一零年，中國已成為本集團主要市場重心之一，對核心業務分
類的總收入貢獻��.�%，印證本集團把握新興市場商機的長遠策略。北美洲仍為本集團的
核心溢利貢獻，為年度核心業務分類的總收入貢獻��.�%。歐洲、其他亞太國家（不包括
澳洲）、香港、澳洲及其他地區分別佔核心業務分類總收入的��.�%、��.�%、�.�%、�.�%
及�.�%。

於回顧年度，在中國的新零售業務奧天集團「七色花」品牌錄得四個月（於二零一零年九
月一日起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總收入��.�百萬港元，佔本集團總收入的
�.�%。該業務單位貢獻對有關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為約��.�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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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色花的主要數據載列如下：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商店數目：
－加盟店 �,0��
－經銷點 ���
－自營店 � 
 �,���

期內毛利率 ��.�%

期內純利率 ��.�%

核心業務－新興亞洲國家（尤其是中國）強勁反彈

繼全球經濟危機後，隨著中國經濟持續強勁增長，本集團核心業務於二零一零年整年出
現強勁反彈。於回顧年度內，由於取得新合約，以及因全球（尤其是中國大陸）連鎖酒店
的自然增長及現有合約引入新酒店，本集團所有主要業務單位均錄得穩定增長。作為酒
店賓客用品行業的領導者，本集團擁有全球發展完備且多元化的分銷網絡。憑藉其在中
國及亞洲的強勁網絡及優良商機，本集團堅信，本集團可因所有地區的持續經濟反彈而
受益。

業務發展－亞洲繼續為發展動力

零售品牌－体•研究所

於二零一零年十月，本集團自有的個人護理零售品牌「体‧研究所」成功進駐香港保健及
美容產品零售連鎖店「萬寧」於香港逾���家店舖。兩個月之後，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体‧研究所」在「夏菲尼高」香港店開設零售專櫃。在中國，「体‧研究所」已透過專櫃等
眾多銷售點進一步滲透零售市場。兩間位於香港銅鑼灣及旺角開設的自營店舖，因高租
金成本，該零售項目於二零一零年度錄得營運初期的虧損。隨著銷售渠道日漸擴展，該
等店舖已達致建立品牌知名度的目的。銅鑼灣店舖已於二零一零年底關閉，而本集團亦
計劃關閉旺角店舖，以降低經營成本。鑑於在香港及中國的分銷網絡錄得穩定的銷售額
增長，管理層對業務將達致收支平衡充滿信心，並有望於二零一一年開始錄得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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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零售市場－七色花

為把握中國國內零售市場快速的經濟增長良機，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一日完成
收購奧天集團有限公司的全部權益。奧天集團有限公司（透過其附屬公司）於中國主要從
事「七色花」品牌化妝品及時尚配飾的分銷業務。總代價為人民幣��0.0百萬元，以現金及
代價股份支付（請參閱本公司分別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一日
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網站刊發的公佈）。憑藉是項收購，本集團成功將
其業務範疇擴展至零售市場，專注於中國二、三線城市迅速增長的消費需求。是項策略
變動產生協同效益，並令本集團可受惠於中國發展暢旺的年輕女性時尚配飾及化妝品市
場。進行收購後，本集團一直積極致力於整合及提升特許經營管理監控、系統及物流，
包括為企業資源規劃（「企業資源規劃」）及銷售點（「銷售點」）系統升級，以及把新的中央
倉庫遷移至中國浙江省，該倉庫擁有雙倍儲存容量及物流處理能力。本集團堅信，上述
投資及結構性改進現已將「七色花」置於本行業內顯著有利與具競爭性的地位。

洗滌服務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本集團於中國江蘇省新建的洗滌廠已盛大開業，為酒店提供洗滌
服務。本集團已於該項目投資約��.0百萬港元，以進一步提高本集團於酒店相關行業的
市場份額，從而滿足本集團中國酒店客戶迅速增長的需求。洗滌廠已於二零一一年初開
始營運。由於新興亞洲市場的快速反彈，本集團相信，商業洗滌於提高本集團盈利的同
時亦將為酒店提供滿足其需要的綜合解決方案，並鞏固本集團與其現有酒店客戶的長期
關係。

在發展其新增酒店洗滌服務及維持核心業務穩步增長的同時，本集團將繼續利用其強大
網絡及財務狀況，擴展其於中國的新零售業務。

前景

於二零一一年，中國持續為推動全球經濟復甦的動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主要報告「世
界經濟概覽」為此作有力支持，當中說出亞洲經濟將於中長期持續快速發展。但是，宏觀
經濟環境仍挑戰重重。為應對快速轉變的全球經濟帶來的各種新挑戰，本集團將繼續開
展業務計劃，以鞏固其於賓客用品市場的領先地位。透過採取獨特的營運策略及新業務
模式，本集團繼續加強其核心業務增長，同時尋求新商機，以在中國建立更具競爭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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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網絡。展望未來，根據中國中央政府之第十二個五年規劃，刺激國內消費及確保較
平均的財富分佈將是中國面臨的兩大議題。決策人預期將採取措施提高國民收入及生活
水平。在公眾購買力增強及城市化影響的推動下，本集團預期將於零售及消費業繼續錄
得增長。

本集團深信，透過最大化協同效益及轉型至新業務範疇，零售業務可為本集團貢獻更多
的收入。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達���.�百萬港元（二零零
九年：���.0百萬港元）。

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本集團與香港一家主要銀行訂立抵押契據，以籌集��.�百萬港元
以完成購入位於香港之辦公室物業。該項融資乃按一個月之香港銀行同業拆息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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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該項融資之未償還借貸為��.�百萬港元（二零零九年：��.�百萬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八月，本集團取得以人民幣列值的循環貸款，按中國人民銀行三個月貸
款利率加��.0厘計息，用作營運資金。循環貸款乃以一處物業作為抵押，到期日為二零
一一年八月二日。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該項貸款的未償還借貸為��.�百萬港
元。

借貸詳情載於附註�。

於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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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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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本集團的流動資金
狀況仍然保持良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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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抵押總賬面值為��0.�百萬港元（二
零零九年：���.�百萬港元）之資產以獲取已提取之銀行借貸。

本公司抵押總賬面值約��.�百萬港元（二零零九年：��.�百萬港元）之若干資產以獲取尚未
提取之銀行借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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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資本承擔為��.�百萬港元（二零零九年：��.0百
萬港元）。於結算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訂約惟並未於財務報表內撥備 36,429  ��,���
經授權惟並未訂約 –  ��,���   

 36,429  ��,��0   

資本承擔主要有關於中國江蘇省常熟市建設洗滌廠。

僱員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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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有助提高彼等的技能和知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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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保持有效溝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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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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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
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的所有守則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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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尚未單獨委任一名人士擔任行政總裁之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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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總裁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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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作出貢獻，並有利於保持本公司一貫政策
及策略。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成員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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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彼等已於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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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將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星期五）至二零一一年五月四日
（星期三）（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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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八日（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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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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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艷清女士及梁炳成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吳保光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孫啓烈先生、
孔錦洪先生及馬振峰先生。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