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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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
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NGAI HING HONG COMPANY LIMITED
毅 興 行 有 限 公 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47）

網址：http://www.nhh.com.hk

截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年 度 業 績 報 告

毅興行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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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之綜合業績如下：

綜合收益表
2009 2008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1,129,930 1,580,225
銷售成本 5 (1,019,313) (1,440,476)

毛利 110,617 139,749
其他收入 3 2,927 2,899
其他（虧損）／收益－淨值 4 (4,141) 27,018
分銷成本 5 (35,487) (42,584)
行政支出 5 (79,170) (84,285)

經營（虧損）／溢利 (5,254) 42,797
財務收益 230 397
財務費用 (7,472) (11,221)

財務費用－淨值 6 (7,242) (10,824)
除稅前（虧損）／溢利 (12,496) 31,973
稅項 7 (5,884) (1,294)

本年（虧損）／溢利 (18,380) 30,679

以下人士應佔：

公司股東 (20,757) 24,193
少數股東權益 2,377 6,486

(18,380) 30,679

股息 8 － 7,384

本年度公司股東應佔（虧損）／溢利之
　每股（虧損）／盈利（以每股港仙計）
　－基本 9 (5.62) 6.64

　－攤薄 9 (5.62) 6.64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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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2009 2008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7,991 106,700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15,998 16,446
　投資物業 25,430 24,720
　無形資產 2,400 3,200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850 2,000
　收購物業之按金 11,025 8,125
　遞延稅項資產 8,386 5,618

162,080 166,809
------------- -------------

流動資產
存貨 156,605 204,362

　貿易應收款及應收票據 10 170,469 293,799
其他應收款、預付款及按金 9,034 16,429

　可收回稅項 2,338 2,876
　衍生金融工具 862 1,274
　現金及現金等額 90,652 78,882

429,960 597,622
------------- -------------

總資產 592,040 764,431

權益
公司股東應佔股本及儲備
　股本 36,920 36,920
　股本溢價 62,466 62,466
　其他儲備 45,260 51,024
　保留溢利 232,229 250,297

376,875 400,707
少數股東權益 19,348 17,397

權益總額 396,223 418,10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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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2008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長期銀行貸款 － 6,523

　融資租賃責任 693 2,743

　遞延稅項負債 4,155 2,680

4,848 11,946
------------- -------------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 11 63,962 104,207

　其他應付款、預提費用及已收訂金 15,660 22,050

長期銀行貸款－即期部份 － 2,000

融資租賃責任－即期部份 2,047 2,764

　短期借貸 98,971 199,956

　衍生金融工具 4,742 352

　稅項 5,587 3,052

190,969 334,381
------------- -------------

總負債 195,817 346,327
------------- -------------

總權益及負債 592,040 764,431

淨流動資產 238,991 263,24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01,071 43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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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公司的綜合財務報表是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綜合財務報表已按照歷史成本法編製，

並就按公平值列賬的經重估投資物業、可供出售財務資產及按公平值透過損益記賬的財務資

產和財務負債（包括衍生工具）而作出修訂。

編製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財務報表需要使用若干關鍵會計估算。這亦需要管理層在應用

本集團的會計政策過程中行使其判斷。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以下準則之修訂及詮釋已強制適用：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及 財務資產的重新分類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內含衍生工具

　－詮釋第9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39號（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服務特許權安排

　─詮釋第12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長期客戶優惠計劃

　─詮釋第13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界定福利資產限額、最低資金要

　─詮釋第14號 　求及兩者相互關係

採納以上準則之修訂及詮釋對本集團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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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已公佈之新準則、準則之修訂及詮釋並未生效及未被提前採納。

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2008年多項香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

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2009年多項香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3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的呈列 1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 1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1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第1號（修訂本） 清盤所產生的可回售財務工具及責任 1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合資格對沖項目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經修訂）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及 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或聯營公司的投資成本 1

　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以股份支付之款項的歸屬條件及註銷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披露─改善有關金融工具之披露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營運分部 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房地產建設協議 1

　－詮釋第15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海外業務投資總額的對沖 1

　－詮釋第16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 1

　－詮釋第17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自客戶轉撥資產 2

　－詮釋第18號

# 除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持作出售的非流動資產及已終止經營業務」之修訂將由本

集團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起的年報期間生效外，其餘修訂均由本集團二零零九年七月一

日起的年報期間生效

1 由本集團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起的年報期間生效
2 由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接收的自客戶轉撥資產起生效
3 除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9號及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6號之修訂將由本集團二零零

九年七月一日起的年報期間生效外，其餘修訂均由本集團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起的年報

期間生效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及香港（國際財務報告

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7號將會因應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發生之業務合併之範圍及

時間而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產生影響。董事認為採納其他新準則、對準則的修訂和詮

釋對本集團的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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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益及分部資料

本公司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其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塑膠原料、色粉、着色劑、混料和工

程塑料之製造及買賣。本年度確認之收益如下：

集團

2009 2008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銷售貨品 1,129,930 1,580,225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集團之營業額及業績按地區分析如下：

2009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

香港 （不包括香港） 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分部總銷售 872,645 373,805 1,246,450

－分部間銷售 (89,898) (26,622) (116,520)

782,747 347,183 1,129,930

分部業績 (16,554) 15,372 (1,182)

未分配成本 (4,072)

財務收益 230

財務費用 (7,472)

除稅前溢利 (12,496)

稅項 (5,884)

除稅後溢利 (18,380)

少數股東權益 (2,377)

公司股東應佔溢利 (20,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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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之分部資產及負債及截至該日止年度之其他分部資料如下：

2009

中國

香港 （不包括香港） 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296,632 283,834 580,466

未分配資產 11,574

總資產 592,040

分部負債 59,570 24,258 83,828

借貸 101,711

其他未分配負債 10,278

總負債 195,817

其他資料：

資本支出 3,047 1,542 4,589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5,308 7,820 13,128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攤銷 262 186 448

無形資產攤銷 800 － 800

應收款減值準備 874 － 874

存貨減值準備 1,435 1,601 3,036

附屬公司結業虧損 419 － 419

未實現衍生金融工具虧損 4,802 － 4,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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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集團之營業額及業績按地區分析如下：

2008

中國

香港 （不包括香港） 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分部總銷售 1,246,902 452,552 1,699,454

－分部間銷售 (74,130) (45,099) (119,229)

1,172,772 407,453 1,580,225

分部業績 28,520 15,746 44,266

未分配成本 (1,469)

財務收益 397

財務費用 (11,221)

除稅前溢利 31,973

稅項 (1,294)

除稅後溢利 30,679

少數股東權益 (6,486)

公司股東應佔溢利 24,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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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之分部資產及負債及截至該日止年度之其他分部資料如下：

2008

中國

香港 （不包括香港） 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419,174 334,763 753,937

未分配資產 10,494

總資產 764,431

分部負債 85,152 40,974 126,126

借貸 213,986

其他未分配負債 6,215

總負債 346,327

其他資料：

資本支出 9,114 4,013 13,127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4,728 10,538 15,266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攤銷 228 186 414

無形資產攤銷 800 － 800

應收款減值準備 899 50 949

存貸減值準備（撥回）／撥備 (1,011) 2,055 1,044

未實現衍生金融工具虧損 50 － 50

營業額及分部業績按照集團公司所在地區計算。未分配成本主要指企業開支。

本集團所有之營業額及經營溢利皆源於塑料製品之製造及買賣，所以並沒有提供按主要業務

劃分營業額及經營溢利之分析。

分部資產主要包括物業、廠房及設備、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投資物業、無形資產、存貨、

按金、貿易及其他應收款、衍生金融工具，以及現金及現金等額。未分配資產主要包括可收

回稅項、遞延稅項及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分部負債由營運負債組成。未分配負債主要包括稅項、遞延稅項及其他企業負債。

資本開支包括對物業、廠房及設備、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及無形資產的添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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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收入

2009 2008

千港元 千港元

租金收入 2,927 2,899

投資物業之相關開支合共約189,000港元（二零零八年：307,000港元）。

4. 其他（虧損）／收益－淨值

2009 2008

千港元 千港元

投資物業的公平值收益 710 8,477

衍生金融工具

－持作買賣用途之外㶅

　　遠期合約及利率掉期合約

　　－未實現 (4,802) (50)

　　－已實現 851 2,382

外㶅收益淨額 669 3,260

附屬公司結業虧損 (419) －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減值 (1,150) －

出售投資物業收益 － 443

出售業務收益（附註） － 13,235

出售業務相關之應收款減值 － (729)

(4,141) 27,018

附註：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集團以總代價43,112,000港元，出售其－附屬公司

之部分資產及業務予第三方。因此，出售此業務之收益共13,235,000港元已於之前年度內入

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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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性質劃分之開支

2009 2008

千港元 千港元

出售存貨成本（不包括生產成本） 959,425 1,370,041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攤銷 448 414

無形資產攤銷 800 800

核數師酬金 1,585 1,573

折舊：

－自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10,677 12,815

－根據融資租賃持有之物業、廠房及設備 2,451 2,451

貿易應收款減值撥備 874 220

存貨減值撥備 3,036 1,04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虧損 (122) 34

僱員福利支出（包括董事酬金） 67,285 83,080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賃租金 10,509 8,730

維修及保養開支 4,013 4,726

運輸及包裝開支 17,370 22,360

差旅及辦公室開支 11,830 13,573

水電開支 10,766 13,965

其他費用 33,023 31,519

銷售成本、分銷成本及行政支出總額 1,133,970 1,567,345

代表：

銷售成本 1,019,313 1,440,476

分銷成本 35,487 42,584

行政支出 79,170 84,285

1,133,970 1,567,345

6. 財務收益和費用

2009 2008

千港元 千港元

財務收益：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230 397
-------------- --------------

財務費用：

　－需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借貸之利息 (7,343) (10,812)

　－融資租賃利息部份 (129) (409)

(7,472) (11,221)
-------------- --------------

財務費用－淨值 (7,242) (1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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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稅項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年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百分之十六點五（二零零八年：百分之十六點

五）計算撥備。中國企業所得稅乃根據本集團於中國成立及經營之附屬公司之適用稅率計算

撥備。

綜合收益表之稅項支出為：

2009 2008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稅項：

　香港利得稅 2,966 3,216

　中國企業所得稅 4,084 5,267

　以往年度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127 (1,435)

7,177 7,048

遞延稅項 (1,293) (5,754)

5,884 1,294

8. 股息

2009 2008

千港元 千港元

已派中期股息每股0港仙（二零零八年：1.0港仙） － 3,692

擬派末期股息每股0港仙（二零零八年：1.0港仙）（附註） － 3,692

－ 7,384

附註：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五日舉行之會議上，董事議決不就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宣派任何末期股息（二零零八年：每股1.0港仙，共3,692,000港元）。

於二零零八年十月三日舉行之會議上，董事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1.0港仙。此項擬派股息並

無於財務報表中列作應付股息但已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保留溢利中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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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虧損）／盈利

基本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按公司股東應佔（虧損）／溢利除以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計算。

2009 2008

公司股東應佔（虧損）／溢利（千港元） (20,757) 24,193

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369,200,000 364,343,000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每股港仙） (5.62) 6.64

攤薄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時，已對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作出調整，以假設所有具攤薄潛力之

未行使購股權獲悉數轉換。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兩個年

度，因行使未行使購股權具反攤薄影響，因此兩個年度之每股攤薄（虧損）／盈利均等如每股

基本（虧損）／盈利。

10. 貿易應收款及應收票據

2009 2008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 156,766 271,369

減：應收款減值撥備 (3,617) (2,824)

153,149 268,545

應收票據 17,320 25,254

170,469 293,799

本集團大部份銷售的信貸期為30至90日，其餘以信用狀或付款交單方式進行。貿易應收款按

發票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集團

2009 2008

千港元 千港元

0－90日 137,474 241,097

91－180日 8,542 19,650

超過180日 10,750 10,622

156,766 271,369

應收票據之到期日主要為180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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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附屬公司將約2,515,000港元（二零零八年：10,563,000港元）

的附追索權之貼現票據貼現予銀行以換取現金。有關交易已列為抵押化的銀行墊款。

11. 貿易應付款

大部份供應商為記賬交易，給予本集團之賬期一般為30至90日。

貿易應付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集團

2009 2008

千港元 千港元

0－90日 58,923 103,085

91－180日 879 432

超過180日 4,160 690

63,962 104,207

12. 承擔

(a) 資本承擔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關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資本承擔如下：

2009 2008

千港元 千港元

已授權但未簽約 － －

已簽約但未撥備（附註） 32,656 7,236

32,656 7,236

附註：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本集團與獨立第三方簽訂協議，以現金代價29,000,000港元收購於香

港物業。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未付金額共26,100,000港元於包括在於以上之資本承

擔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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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經營租賃承擔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於下列期間到期之有關土地及樓宇之不可撤銷經營

租賃之未來最少租賃付款：

2009 2008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7,250 8,910

一年後但不遲於五年 6,908 16,637

第五年後 207 295

14,365 25,842

派息

董事會議決不就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宣派任何末期股息。

截止過戶日期

本公司將由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日（星期五）至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星

期三）（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確定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

於會上投票，所有填妥之股份轉讓文件連同有關之股票，須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

十九日（星期四）下午四時前送達本公司於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聯合證券登記

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駱克道33號中央廣場福利商業中心18樓。

業務回顧

於本年度，本集團之營業額為1,129,93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1,580,225,000港

元），公司股東應佔虧損為20,757,000港元（二零零八年：溢利24,193,000港元），每

股基本虧損為5.62港仙（二零零八年：每股基本盈利6.64港仙）。為保留資金作本

集團未來發展或營運之用，董事會建議不派發末期股息。

去年全球金融海嘯嚴重打擊歐美國家的經濟體系，中國內地及香港亦不能獨善其

身，各行各業迅速衰退及消費品需求下跌，為塑膠行業帶來負面影響。然而，隨

著經濟環境於本年度下半年逐步改善，加上本集團行之有效的政策，下半年的業

務表現較上半年亦獲得改善，  虧損亦收窄至20,757,000港元。本集團於年內繼續

實行嚴厲有放的成本控制，加上原材料價格於下半年漸見回穩，令本年度的毛利

率有所改善，由去年的百分之九上升至接近百份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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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本集團的成本控制措施亦取得顯著成果，分銷成本較去年下調百分之十七，

加上透過自然人員流失，僱員福利開支亦下調約百分之十九。同時，本集團年內

亦透過嚴格的存貨控制及適量入貨，成功把存貨大幅削減百分之二十三，致使存

貨保持在健康水平，減少貨物積存，亦有利成本控制。本集團於年內亦加大收納

帳款的力度，貿易應收款及應收票據之金額大幅減低百分之四十二。隨著息率、

存貨及借貸金額下調，本集團的利息支出較去年減少百分之三十三，資本負債比

率亦相應下調。

年內，工程塑料業務表現最為理想，除稅前溢利較去年上升百分之二十七至約

15,476,000港元，毛利率亦增加至超過百分之二十。盈利能力獲得顯著改善，主要

受惠於原材料價格下調，以及有賴本集團多年來致力加強其產品發展部門，積極

提升度身訂造產品的能力，得以在年內成功開發銷售七十多種較高毛利率的新產

品，例如是應用於廚房用具和玩具的特別性能塑料。因此，在營業額下調約百分

之二十一的情況下，仍可為本集團帶來可觀的盈利貢獻。

由於全球金融危機打擊環球貿易活動，導致全球消費力亦大幅下降，從而影響環

球的進出口活動。本集團的塑膠原料貿易業務因而受到影響，雖然本集團已實施

審慎的存貨策略，力求減低原材料價格波動帶來的負面影響；不過，本集團的香

港業務以出口商客戶為主，訂單無可避免地減少，拖累貿易業務營業額大幅下跌

百分之二十八，加上毛利率輕微下降百分之一個百分點，以致塑膠原料貿易業務

錄得虧損。

同樣受出口訂單減少的影響，著色劑及混料業務的營業額下調百分之二十七，惟

集團近年積極生產高增值塑料產品，如供數碼電子產品及食品包裝生產應用等，

加上原材料價格下調，毛利率得以逆市提升百分之三個百分點。

年內，為配合本集團的長遠發展，亦讓本集團享有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高

達百分之六點五的關稅減免優惠，本集團將東莞加工貿易工序的部份生產線移至

香港的大埔廠房，從而減省成本及提高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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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展望二零一零年，本集團相信全球金融危機最壞的時間經已退卻，市場最近亦出

現復甦的跡象。管理層預期原材料價格將趨向平穩，有助保持業務的整體毛利率，

本集團對未來發展仍抱持審慎樂觀的態度。

有賴全體員工的支持，本集團得以秉承開源節流的大原則，理順各個廠房的生產

工序，為長遠業務發展奠下良好基礎。本集團未來將繼續實施成本控制措施，適

時檢討應收款信貸政策，把經營成本及風險減至最低。此外，本集團亦在市況好

轉前暫延興建位於上海的工程塑料廠房的計劃，減少資本開支及加強控制現金流。

稅務方面，本集團定將繼續研究中港兩地的生產流程，務求透過CEPA獲取最大的

成本效益。再者，本集團亦在將於本年度第四季度內完成香港大埔廠房之成交，

預期未來廠房租金支出將可進一步降低。本集團預計來年有關新廠房之資本開支

將約為9,000,000港元。

本集團亦將繼續積極開拓新產品及市場，擴闊收入來源，並密切注視二零一零年

傳統旺季的訂單走勢，以靈活調整業務策略，迎合市場所需。至於毛利率較高的

工程塑料業務，本集團銳意開發應用於數碼電子產品及廚房用具的塑料產品，期

望可為本集團帶來穩定的大額收入來源。除豐富產品組合外，本集團亦致力開拓

新市場。本集團來年將抓緊於華北地區的龐大商機，計劃擴展塑膠原料貿易業務

至天津及週邊市場，進一步增加中國市場佔有率及擴闊收入來源。

憑藉多年於塑料業的豐富經驗，管理層勢將帶領本集團克服整體經營環境帶來的

種種挑戰，致力捕捉每個商機，保持業務平穩發展。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藉此機會感謝本集團的客戶、供應商及股東一直以來的支持，

並對本集團的董事、管理層及所有員工在過去一年的努力，致以衷心謝意。本集

團將秉承一貫穩健與積極的態度，為其長遠發展與股東的最大利益而努力，並致

力於來年取得更理想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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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流動現金及主要銀行提供銀行貸款作為營運資金。於二零零九

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可動用銀行貸款額度約338,255,000港元，經已動用合共約

99,196,000港元，該等貸款乃由本公司發出的擔保及本集團擁有之若干中國及香港

租賃土地及樓宇及投資物業之法定抵押作擔保。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之現金及銀行結存約為90,652,000港元。根據銀行貸款總額約98,971,000港元、融

資租賃責任約2,740,000港元及股東資金約376,875,000港元計算，本集團於二零零

九年六月三十日之負債資產比率約為百分之二十七。

外㶅風險

本集團之借貸及銀行結存主要為港元、人民幣及美元。本集團的採購主要以美元

計算。本集團不時密切監察㶅率波動情況及透過對沖遠期外㶅合約管理㶅率波動

風險。

為管理營運帶來之外㶅風險，本集團訂立外㶅遠期合約。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

日，未兌現之遠期合約之承擔如下：

2009 2008

千港元 千港元

沽售港元以買入美元 1,107,600 1,165,400

沽售美元以買入港元 195,000 405,600

僱員資料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合共約670名全職僱員。本集團之酬金政策

乃按個別僱員之表現而制訂，並每年定期檢討。本集團亦為其僱員提供一個獎勵

計劃，以鼓勵員工增加對公司之貢獻，惟須視本集團之溢利及僱員之表現而定。

本集團不同地區之僱員亦獲提供社會或醫療保險以及公積金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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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及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於本年度並無贖回其股票。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本年度亦無購買或

出售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就董事進行的證券交易，採納一套不低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

交所」）的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的標準守則所訂標準的守則。本

公司已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所有董事確認已於期內遵守標準守則及本公司

自訂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守則的標準。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致力建立良好企業管治常規及程序，在擴大本公司的業務中，該常規及程

序為風險管理之重要元素。本公司著重維持及執行優良、穩健及有效的良好企業

管治常規及架構。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企業管治

常規守則》（「守則」）所載列之適用守則條文，惟與守則條文第A.2.1及A.4.1條有所

偏離如下。

根據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能應分開，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

直至本年度報告日期，董事會尚未委任任何人士擔任行政總裁一職。行政總裁之

職責乃由本公司所有執行董事（包括主席）共同擔任。董事會認為，該安排讓各位

擁有不同專業的執行董事共同決策，亦可貫撤執行本公司之政策及策略，故符合

本集團利益。展望未來，董事會將定期檢討該安排之成效，及考慮於適當時候委

任行政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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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則條文第A.4.1條規定非執行董事須按指定任期獲委任。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

則，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固定任期，但彼等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

在本公司各個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並膺選連任。

就加強內部監控系統，本公司已委聘外界顧問負責持續執行獨立內部檢討及評估

本集團內的主要營運。於年內，董事會已檢討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內部監控系統

的成效，並無發現任何重大問題。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就集團審計範圍內的事項擔任董事會與公司核數師之間的重要橋樑。

審核委員會亦負責檢討公司外部審核工作，以及內部監控與風險評估等方面的效

能。審核委員會由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何偉志先生、陳秩龍先生及程如龍先生組

成。審核委員會已經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方法，並與董事討

論有關內部監控及財務匯報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

年度財務報表。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根據聯交所之規定擬定薪酬委員會之職權範圍。薪酬委員會由3位獨立非

執行董事（何偉志先生、陳秩龍先生及程如龍先生）及1位執行董事（許世聰先生）

組成。

薪酬委員會負責確保正式及具透明度之薪酬政策制訂程序，以監管執行董事及高

級管理層之薪酬組合。薪酬委員會考慮之因素包括可比較公司之薪金水平、各董

事及高級管理人員所投入之時間及職責等。薪酬委員會每年最少舉行一次會議以

評估表現及審閱高級管理人員每年之薪酬及獎金。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年度止，薪酬委員會已召開了一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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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聯交所網站刊登全年業績及年報

本年度全年業績公佈在聯交所網站 (http://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

(http://www.nhh.com.hk)登載。年報將於稍後時間寄發予股東，及登載於聯交所網

站 (http://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 (http://www.nhh.com.hk)

代表董事會

主席

許世聰

香港，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告之日期，董事會包括五名執行董事，即許世聰先生（主席）、許國光先生、

黃子 博士、黎錦華先生及廖秀麗女士，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何偉志先生、

陳秩龍先生及程如龍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