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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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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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慕達註冊成立之有限公司） 
（股 份 代 號 ： 173） 

 

 截至二零零九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佈 
 

中期業績摘要  

 

K. Wah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嘉華國際集團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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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如下：  

 

 營業額為港幣 1,089,000,000 元（二零零八年：港幣 716,000,000 元） 

 

 本期溢利為港幣 168,000,000 元（二零零八年：港幣 333,000,000 元） 

 

 股東應佔溢利為港幣 155,000,000 元（二零零八年：港幣 251,000,000 元） 

 

 每股盈利為港幣 6.27 仙（二零零八年：港幣 10.18 仙）  

 

 

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於二零零九年十一月六日向名列在二零零九年十月九日本公司股東名冊內之

股東派發截至本期末之中期現金股息，每股港幣 1 仙，合共港幣 24,704,000 元（二零零八

年：中期現金股息，每股港幣 1 仙，合共港幣 24,704,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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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零零九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零九年  二零零八年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3  1,088,993  715,672

銷售成本    (480,794)  (362,511)

毛利    608,199  353,161

      

其他營運收入    8,296  32,046

其他淨(虧損)/收益    (694)  84,553

其他營運費用    (3,616)  (5,982)

行政費用    (112,971)  (113,921)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    (71,040)  107,434

財務費用    (42,181)  (55,444)

共同控制實體之應佔溢利減虧損    (13,855)  40,941

聯營公司之應佔虧損    (31)  (18)

除稅前溢利  4  372,107  442,770

      

稅項支出  5  (204,571)  (109,380)

      

本期溢利    167,536  333,390

   
應佔：      

股東    154,847  250,601

少數股東權益    12,689  82,789

    167,536  333,390

   
      

中期股息  7  24,704  24,704

   
    港仙  港仙
每股盈利  6    
    基本    6.27  10.18

  攤薄    6.27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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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零零九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零九年  二零零八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溢利    167,536  333,390

      

其他全面收益      

非流動投資公平值變動    159,234  (368,839)

    兌匯率調整    93  330,456

本期除稅後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159,327  (38,383)

      

本期總全面收益    326,863  295,007

   
應佔總全面收益      

股東    313,946  136,221

少數股東權益    12,917  158,786

    326,863  295,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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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未經審核） 

二零零九年六月三十日 

   
二零零九年 

六月三十日 

二零零八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非流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67,967 57,831

投資物業 3,674,195  3,746,543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66,386  66,739

共同控制實體 2,337,025  2,282,665

聯營公司 740,900  714,198

非流動投資 331,468 172,233

其他非流動資產 98,701 4,858

 7,316,642 7,045,067

流動資產  

 發展物業 6,111,980  5,682,099

 應收賬款及預付款 8 1,044,129  939,375

 可收回稅項 3,681  5,756

 現金及銀行結餘 2,823,759  1,291,179

 9,983,549  7,918,409

   

總資產 17,300,191  14,963,476

  

權益  

股本 247,038  247,038

儲備 7,751,673  7,458,661

股東權益 7,998,711  7,705,699

少數股東權益 1,139,603  1,198,556

總權益 9,138,314  8,904,255

   

負債   

非流動負債   

 借貸 3,413,592  2,325,615

 遞延稅項負債 588,576  608,888

 4,002,168  2,934,503

流動負債   

 應付共同控制實體款項  56,281  56,313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9 1,958,571  562,862

 借貸之現期部份 1,883,003  2,418,072

應付稅項 237,150  87,471

    應付股息 24,704  -

 4,159,709  3,124,718

   

總負債 8,161,877  6,059,221

   

總權益及負債 17,300,191  14,963,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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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中期財務資料採用歷史成本會計法，並就投資物業之重估及非流動投資之公平值列賬作出修訂

及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 34 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而成。 

 

除以下所列外，編製中期財務資料所應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截至二零零八年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年度之財務報表所用者貫徹一致。 

 

採納新訂 / 經修訂財務準則 

 

在二零零九年， 本集團採納下列與其業務相關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財務準則」）、修訂  

及詮釋。 

 

會計準則 1（修訂） 財務報表的呈報 

會計準則 23（修訂） 借貸成本 

財務準則 2（修訂） 以股份支付之款項 

財務準則 7（修訂） 改善金融工具的披露 

財務準則 8 營運分部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 15 房地產建築協議 

香港會計師公會於二零零八年十月公佈對財務準則之修訂 

- 會計準則 1（修訂） 財務報表的呈報 

- 會計準則 10（修訂） 期內報告後事項 

- 會計準則 16（修訂） 物業、機器及設備 

- 會計準則 19（修訂） 僱員福利 

- 會計準則 23（修訂） 借貸成本 

- 會計準則 27（修訂） 綜合及獨立財務報表 

- 會計準則 28（修訂） 聯營公司投資 

- 會計準則 31（修訂） 合營企業權益 

- 會計準則 34（修訂） 中期財務報告 

- 會計準則 36（修訂） 資產減值 

- 會計準則 38（修訂） 無形資產 

- 會計準則 39（修訂） 金融工具：確認及計量 

- 會計準則 40（修訂） 物業投資 

- 財務準則 7（修訂） 金融工具：披露 

 

除了採納會計準則1（修訂）將非股東綜合權益變化在綜合全面收益表中呈報及採納財務準則8

的分部資料外， 於報告期內， 本集團已評估上述新準則、修訂及詮釋後之影響， 認為無論對

集團之業績及財務狀況或會計政策， 均無任何重大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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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續） 

 

尚未生效之財務準則、詮釋及經修訂財務準則 

 

  於會計年度或以後生效

會計準則 27（修訂） 綜合及獨立財務報表 二零零九年七月一日

會計準則 39（修訂） 金融工具：確認及計量 二零零九年七月一日

財務準則 3（修訂） 企業合併 二零零九年七月一日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17 

 

向股東分派非現金資產 二零零九年七月一日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 18 

 

自客戶轉移的資產 二零零九年七月一日

會計準則 7（修訂） 現金流量表 二零一零年一月一日

會計準則 17（修訂） 租賃 二零一零年一月一日

會計準則 36（修訂） 資產減值 二零一零年一月一日

財務準則 2（修訂） 以股份支付之款項 二零一零年一月一日

財務準則 8（修訂） 營運分部 二零一零年一月一日

 

於報告期內， 集團並未提前應用上述與其業務相關的已公佈之準則、修訂及詮釋， 而目前

仍未能確定採納後會否對集團之會計政策及財務報表帶來重大改變。 

 

2. 分部資料 

 

本集團主要在香港、中國內地及新加坡從事物業發展及投資。在日本，本集團從事機器貿易。

根據本集團交予負責分配資源、評估營運分部表現及作出策略性決定之主要決策者之內部財務

報告，業務分部包括物業發展及投資（「地產」）及機器貿易（「貿易」）。 

 
業務分部之間沒有任何銷售或貿易交易。其他包括企業活動之費用。 

 

每個呈交主要決策者之分部業績並不包括其他營運收入/費用，其他淨收益/虧損，財務費用及

共同控制實體及聯營公司之應佔溢利減虧損。 

 

分部資產主要包括物業、機器及設備、其他非流動資產、物業、應收賬款及預付款，可收回稅

項及現金及銀行結餘，其他資產主要包括非流動投資。分部負債主要包括應付賬款及應計費

用、應付共同控制實體、借貸、現期及遞延稅項負債。其他負債包括非業務分部營運所產生之

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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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資料 （續） 

 

  地產 貿易 其他  總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截至二零零九年 

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營業額  1,029,402 59,591 -  1,088,993

    
分部業績  420,745 5,815 (2,372)  424,188

    
其他營運收入    8,296

其他淨虧損    (694)

其他營運費用    (3,616)

財務費用    (42,181)

共同控制實體之應佔溢利 

減虧損 

 
(13,855) - -  (13,855)

聯營公司之應佔虧損  (31) - -  (31)

除稅前溢利    372,107

稅項支出    (204,571)

本期溢利    167,536

    
資本支出  (1,035) - (12,000)  (13,035)

折舊  (3,020) - -  (3,020)

攤銷  (405) - -  (405)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  (71,040) - -  (71,040)

    
於二零零九年六月三十日    

    

分部資產  13,859,730 26,822 -  13,886,552

其他資產  - - 335,714  335,714

共同控制實體  2,337,025 - -  2,337,025

聯營公司  740,900 - -  740,900

總資產  16,937,655 26,822 335,714  17,300,191

    
總負債  8,120,856 12,246 28,775  8,161,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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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資料 （續） 

 
  地產 貿易 其他  總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截至二零零八年 

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營業額  620,079 95,593 -  715,672

    

分部業績  344,094 4,916 (2,336)  346,674

    
其他營運收入    32,046

其他淨收益    84,553

其他營運費用    (5,982)

財務費用    (55,444)

共同控制實體之應佔溢利 

減虧損 

 
40,941 - -  40,941

聯營公司之應佔虧損  (18) - -  (18)

除稅前溢利    442,770

稅項支出    (109,380)

本期溢利    333,390

    
資本支出  (2,496) - -  (2,496)

折舊  (1,735) - -  (1,735)

攤銷  (9,108) - -  (9,108)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  107,434 - -  107,434

    
於二零零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分部資產  11,756,187 33,398 -  11,789,585

其他資產  - - 177,028  177,028

共同控制實體  2,282,665 - -  2,282,665

聯營公司  714,198 - -  714,198

總資產  14,753,050 33,398 177,028  14,963,476

    
總負債  6,031,309 23,718 4,194  6,059,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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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資料 （續） 

 

地區分部資料 

 

本集團在香港、中國內地、新加坡及日本四個主要地區從事業務。 

 

截至二零零九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之營業額，及於二零零九年六月三十日及二零零八年十二

月三十一日之非流動資產總額按地區分佈如下: 

 

營業額     

    二零零九年  二零零八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香港  61,828  438,252

中國內地  957,959  150,375

新加坡  9,615  31,452

日本  59,591  95,593

  1,088,993  715,672

    
非流動資產    

  二零零九年  二零零八年

  六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香港  3,312,282  3,019,635

中國內地  3,864,195  3,851,720

新加坡  139,519  173,018

日本  646  694

7,316,642  7,045,067

 

因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8 - 營運分部，若干比較數字已重列。  

 

3. 營業額 

 
 二零零九年 

港幣千元  

 二零零八年

港幣千元
  

物業銷售 899,179  496,259

租金收入  130,223  123,820

貨品銷售 59,591  95,593

 1,088,993  715,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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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溢利 

 
 二零零九年 

港幣千元 

 二零零八年

港幣千元
  

除稅前溢利已計入：      

匯兌溢利淨額 -  80,629

利息收入 5,499  7,394

股息收入 187  -

出售一附屬公司之收益 -  3,985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收益 7  -

   

及已扣除：   

銷售存貨成本 49,233  85,783

銷售物業成本 391,386  216,009

折舊（資本化後） 3,020  1,735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之攤銷（資本化後） 405  9,108

匯兌虧損淨額 701  -

土地及樓房之經營租賃租金 1,103  890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虧損 -  61

 

5.  稅項支出 

 

 二零零九年

港幣千元 

 二零零八年

港幣千元
  

本期稅項  

香港利得稅 - 27,505

海外稅項 92,301  34,542

中國內地土地增值稅 129,250  2,636

遞延稅項 (16,980) 44,697

 204,571  109,380

 

香港利得稅乃按照本期間估計應課稅溢利減承前可用之稅項虧損後依 16.5%（二零零八年：

16.5%）稅率提撥。於海外經營業務所產生之應課稅溢利乃按有關國家適用稅率作出撥備。 

 

中國內地土地增值稅乃就土地增值的增值金額（即出售物業所得款項扣除包括土地使用權租金

開支及所有房地產開發開支的可扣減開支）按介乎 30%至 60%不等的遞進稅率徵收。此等稅項

已計入損益表中列作稅項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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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盈利 

 

本期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利之計算如下: 

 

 二零零九年  二零零八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股東應佔溢利 154,847 250,601

具攤薄作用之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可換股債券之利息，除稅後 -  722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利之溢利 154,847  251,323

 
 二零零九年  二零零八年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利之股份加權平均數 2,470,383,000  2,460,766,000

具攤薄作用之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認股權 99,000  3,414,000

可換股債券 -  19,713,000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利之股份加權平均數 2,470,482,000  2,483,893,000

  

由於行使餘下之認股權對每股基本盈利並無攤薄影響，因此二零零九年之每股攤薄盈利相等於

每股基本盈利。 

 

7. 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派發截至本期末之中期現金股息港幣 24,704,000 元（即每股港幣 1 仙）（二零零八

年：中期現金股息，每股港幣 1 仙，合共港幣 24,704,000 元）。此項擬派發股息將於截至二零零

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列作盈餘儲備分派。 

 

8. 應收賬款及預付款 

 

       二零零九年 

六月三十日 

 二零零八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收業務賬款，扣除撥備    10,612  12,693

 其他應收賬款，扣除撥備    23,299  40,643

 土地預付款，扣除減值    894,879  860,709

 預付款及按金      115,339  25,330

       1,044,129  939,375

 
應收業務賬款主要來自貨品銷售及租金。租金在每個租期開始或之前到期及支付。銷售條款因

應當時市場情況，因此條款各有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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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收賬款及預付款（續） 

 
本集團之應收業務賬款依發票日期計算及扣除呆壞賬撥備後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零零九年 

六月三十日 

 二零零八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個月內     8,698  10,757

 二至三個月    1,913  1,816

 四至六個月    1  120

       10,612  12,693

 

 

9.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二零零九年 

六月三十日 

 二零零八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業務應付賬款     364,485  287,248

 其他應付賬款     23,046  19,183

 應付少數股東款項   149,347  119,146

 應計營運費用 32,129  32,379

 物業銷售之預售款項 1,304,945  22,129

 已收按金 84,619  82,777

      1,958,571  562,862

 
本集團之業務應付賬款依發票日期計算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零零九年 

六月三十日 

 二零零八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個月內    363,296  285,936

 二至三個月     1,157  1,295

 四至六個月     16  －

 六個月以上     16  17

      364,485  287,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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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層之討論及分析  

 

(I) 業務回顧及展望  
 

 

經營業績 

 

本期之營業額及股東應佔溢利分別為港幣 1,089,000,000 元及港幣 155,000,000 元，去年同期

分別為港幣 716,000,000 元及港幣 251,000,000 元。溢利下跌的原因主要由於本期內已完成並

可確認入賬之項目較少。 

 

 

中國內地的物業發展及投資 

 

由於對高質素住宅物業之需求強大，中國內地的物業市場特別在核心城市，仍維持正面樂

觀。因此，本集團把握這個良機，在二零零八年年底適時推出上海慧芝湖花園二期，為市

場供應多達1,061個住宅單位。當中出售或預售率達90%以上，市場反應令人鼓舞。是次成

功銷售推動本集團加速發展其於上海之其他項目。綜合廣州及江門之項目，本集團將持續

發展之住宅及商業樓宇項目之可發展樓面總面積約為21,000,000平方呎，項目工程進度良好

並按階段發展。在投資市場方面，本集團之上海嘉華中心及其他投資物業繼續為本集團帶

來滿意的租金收入。 

 
 

香港的物業發展及投資 

 

於本期內香港整體的物業市場略為回穩，交投量及價格都錄得增長。在二零零九年第二季

度，豪宅之價值更見攀升，同時，寫字樓價格亦趨穩定。本集團擁有住宅發展項目的樓面

面積約為 700,000 平方呎，大部份的發展項目預計於二零一零年及二零一一年落成。 於本

期內投資物業也獲得滿意之出租率及租金收入。 

 

 

於銀河娛樂集團有限公司（「銀河娛樂」）的投資 

 

本集團繼續持有銀河娛樂的投資，以公平值列賬。於二零零九年六月三十日，銀河娛樂之

股價為港幣2.04元，相對於二零零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股價為港幣1.06元。約港幣

159,000,000元的公平值變動已計入儲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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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毫無疑問，在全球金融危機下，我們仍然受到經濟衰退影響。大部份國家都面對失業率持

續上升及個人生產總值則預計持續下滑。為了應付目前之經濟情況，大部份國家已推出強

而有力的措施以刺激經濟。在某程度上，經濟衰退已有緩和的跡象及營商環境逐漸好轉。 
 
中國內地經濟在其強勁的經濟基礎及多項刺激經濟措施下已重拾升軌，縱使經濟並未完全

恢復，但估計其經濟已經走出谷底。因此，中國內地及香港物業市場之氣氛已漸趨活躍。

然而不明朗的因素仍持續困擾全球經濟發展。 
 
本集團會根據目前市場改變的情況而審慎地調整其對住宅及商業市場的策略。管理層會繼

續審慎地運用資金進行收購事宜。 
 

  

(II)  財務檢討 
 

財務狀況 
 

本集團之財務狀況持續強健。於二零零九年六月三十日，資金運用之總額約為港幣

14,000,000,000元 （二零零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14,000,000,000元）。 

 

於本期內，因並無認股權行使及可換股債券經已全部贖回，本公司已發行股份之數目沒有

變動。 

 

 

流動資金及負債比率 

 

於二零零九年六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金及銀行結餘為港幣2,824,000,000元。在負債比率方

面（定義為未償還之貸款總額減現金結餘後除以資產總額）由二零零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25%減至 17%。  

 

本集團之流動資金及負債比率狀況保持健康水平，備有充裕之資金，以應付日常營運需

求、項目發展及未來的收購及投資。 

 

 

庫務政策 

 

本集團管理外匯繼續以保守政策及控制風險為主，本集團借貸以港幣為基礎，並在認為適

當及可行的時候，利用外幣掉期合約與外幣之組合作風險對沖。本集團亦在適當的情況

下，利用利率掉期合約以避免因利率大幅波動而影響本集團之營運。於本期內，本集團並

無投資任何衍生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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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資產之抵押 

 

於二零零九年六月三十日，本集團若干附屬公司之抵押資產（包括投資物業、發展物業、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以及建築物）合共賬面值港幣7,968,000,000元（二零零八年十二月

三十一日：港幣6,409,000,000元）給予銀行作為本集團借貸之擔保。 
 

 

擔保 

 

本公司已就若干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及聯營公司分別取得之港幣5,474,000,000元（二零

零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5,953,000,000元）、港幣2,404,000,000元（二零零八年十二月

三十一日 ：港幣2,404,000,000元）及港幣1,009,000,000元（二零零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

幣1,009,000,000元）之信貸額，向銀行及財務機構出具擔保。其中已動用之信貸額分別為港

幣3,990,000,000元（二零零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4,016,000,000元）、港幣1,467,000,000

元（二零零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1,437,000,000元）及港幣642,000,000元（二零零八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642,000,000元）。 

 

於二零零九年三月二十三日到期日，本公司將所有尚未行使之0.5%有擔保之可換股債券以

其本金港幣20,000,000元之91.49%贖回。於二零零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餘下未行使之可

換股債券為港幣20,000,000元。 

 

本公司就一本集團佔有權益之公司與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之履行合約承擔，向香港特別行

政區政府出具擔保。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零零九年六月三十日，本集團在香港及中國內地僱員總人數為 331人（不包括共同控

制實體及聯營公司）。於本期內，僱員成本（不包括董事酬金）為港幣84,000,000元 。 

 

本集團致力吸引、挽留、激勵和提升潛質優秀及忠誠之僱員，以達致業務的長遠成功及發

展。本集團根據個別僱員之工作表現、能力及發展潛能釐定酬金水平，以達致公平、合理

及具市場競爭力的薪酬制度。 

 

本集團於一九八九年獲股東批准後，已為行政人員及員工設立一項認股權計劃，藉此提供

具競爭力的薪酬制度及長期挽留優秀管理人才及員工。此外，本集團亦著重為員工提供培

訓及發展的機會。至於中國內地的員工，會參照中國內地市場的薪酬水平以釐定他們的薪

酬福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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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於本期內，本公司一直遵守載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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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守則條文，守則條文第 A.2.1 及第 A.4.2 條規定除外。關於

偏離該等守則條文，董事會認為載於本公司二零零八年年報（「二零零八年年報」）之企業

管治報告書內「遵守上市規則附錄十四」一節中提及之理據依然成立。董事會將繼續檢討

有關事項，於適當時候作出相應措施。自二零零八年年報日起，許淇安先生於二零零九年

一月六日辭任本公司之執行董事及董事總經理（署理）職位。呂志和博士於二零零九年一

月六日起獲委任為本公司之董事總經理。林光宇先生於二零零九年六月三日舉行之股東週

年大會結束時退任本公司之執行董事及執行董事會成員職位。潘宗光教授及鄭慕智博士分

別獲委任為本公司之獨立非執行董事及非執行董事，均於二零零九年八月一日起生效。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已於二零零九年九月十日召開會議，及審閱本公司所採納的會計原則

及慣例，並討論有關審計、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本集團截至本期末之未經審核中期

業績已經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及獨立核數師羅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審閱。  
 

 

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本期內，本公司已於二零零九年三月二十三日(即到期日)將所有尚未行使之0.5%有擔保

於二零零九年到期之可換股債券（「債券」）以每股本金價之91.49%贖回（「贖回事項」）。

尚未贖回之債券本金總額為港幣20,000,000元，而贖回事項之本金價為港幣18,298,000元(即

港幣20,000,000元 之 91.49%)。連同應計利息，本公司於二零零九年三月二十三日支付之總

額為港幣18,347,580元。 
 

除上文所披露者外，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於本期內並無購入、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之證

券。 
 
 
暫停辦理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零零九年十月五日至二零零九年十月九日，包括首尾兩天， 暫停辦理股票過

戶登記手續。如欲確保收取擬派中期股息，股東須將一切過戶文件及有關之股票於二零零

九年十月二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樓1712 -1716

室，本公司於香港之股票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辦理過戶登記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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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網站刊載之進一步資料 

 
本中期業績公佈將分別登載於本公司及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結算所」）之網站。

二零零九年度中期報告載有上市規則之所有適用資料，將於二零零九年九月下旬寄發予

本公司之股東及分別登載於本公司及結算所的網站。 

 
 
董事  

 

於本公佈日期，執行董事為呂志和博士（主席兼董事總經理）、呂耀東先生及鄧呂慧瑜女

士；非執行董事為梁文建先生及鄭慕智博士；而獨立非執行董事為鍾逸傑爵士、李東海博

士、陳有慶博士、廖樂柏先生、葉樹林博士及潘宗光教授。 

       

       

                                    承董事會命 
            K. Wah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嘉華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李慧君     

 

香港，二零零九年九月十七日 

 
香港主要辦事處：  

香港 

北角 

渣 華道 191號  

嘉華國際中心 29樓 

 

網 站 ：http://www.kwih.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