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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予披露交易－出售北京業務、上海業務及大連業務

出售事項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十四日，恒宇分別訂立以下協議：

(�) 與周先生訂立北京出售協議，據此恒宇同意出售而周先生同意收購北京業務，北
京出售事項之代價為人民幣49,683.53元（大約相當於56,5�5.02港元）。北京出售事
項所得款項總額人民幣49,683.53元，將用作本集團一般營運資金。

(2) 與張先生訂立上海出售協議，據此恒宇同意出售而張先生同意收購上海業務，上
海出售事項之代價為人民幣209,3�9.33元（大約相當於238,�00.74港元）。上海出售
事項所得款項總額人民幣209,3�9.33元，將用作本集團一般營運資金。

(3) 與黃先生訂立大連出售協議，據此恒宇同意出售而黃先生同意收購大連業務，大
連出售事項之代價為人民幣�元（大約相當於�.�375港元）。大連出售事項所得款項
總額人民幣�元，將用作本集團一般營運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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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板上市規則涵義

由於北京出售事項，上海出售事項及大連出售事項，合計之有關百分比率（定義見創業
板上市規則）高於5%但低於25%，故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9章規定，北京出售事項，
上海出售事項及大連出售事項合計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

另外，由於大連出售事項之有關百分比率（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低於5%，故根據創
業板上市規則第�9章規定，大連出售事項本身並不構成本公司之一項須予披露交易。

北京出售協議

日期

二零一零年六月十四日

北京出售協議之訂約方

(i) 恒宇，作為賣方

(ii) 周先生，作為買方

據董事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本集團於緊接北京出售協議日期前十
二個月內與周先生過往未曾進行任何須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9.22條與北京出售事項合
併計算之交易。除業務關係外，周先生為獨立第三方。

北京業務之資料

恒宇擁有北京業務之全部權益。

北京業務主要在中國北京從事家具零售業務。

根據北京出售協議將予出售之恒宇北京業務及與此相關的資產和負債（包括但不限於在所
有就前述業務、資產及負債與任何第三者簽訂的合同、協定或承諾中享有的權利、權益
及承擔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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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北京業務之財務資料

根據包括在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內之
北京業務之財務資料，北京業務應佔之營業額及除稅及非經常項目前後之淨利潤或淨虧
損載列如下：

 截至二零零八年  截至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止年度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22,304  9,256
除稅及非經常項目前（淨虧損）╱淨利潤 (7,033 ) �,429
除稅及非經常項目後（淨虧損）╱淨利潤 (7,033 ) �,429

北京業務於基準日之未經審核之資產淨值為人民幣49,683.53元。

完成北京出售協議

北京出售事項將於北京出售協議之訂約方正式簽定北京出售協議之日期完成。

代價

出售北京業務之代價人民幣49,683.53元（大約相當於56,5�5.02港元）由周先生於北京出售
協議簽署之日後一個月內以人民幣現金支付。

北京出售事項之代價人民幣49,683.53元乃恒宇與周先生經參考北京業務於基準日之資產
淨值人民幣49,683.53元後經訂約雙方公平磋商釐定。

北京出售事項之財務影響

隨北京出售事項完成後，本集團將不再擁有北京業務之任何權益，彼等之資產、負債及
財務業績將不會並入本集團之財務報表。

本集團預期北京出售事項將不會錄得盈利或虧損，因出售北京業務之代價與其於基準日
之資產淨值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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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承包中止協議

恒宇與宋先生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五日簽署北京承包協議，規定承包經營期由二零零
九年十月一日起計兩年另三個月。

恒宇與宋先生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十四日簽定北京承包中止協議，協議於簽定之日起生
效，恒宇與宋先生於截至基準日止於北京承包協議內仍未履行的責任（如有）即時解除和
無效，惟不影響在此之前恒宇與宋先生於有關文件項下享有的權利和承擔的責任。

上海出售協議

日期

二零一零年六月十四日

上海出售協議之訂約方

(i) 恒宇，作為賣方

(ii) 張先生，作為買方

據董事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本集團於緊接上海出售協議日期前十
二個月內與張先生過往未曾進行任何須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9.22條與上海出售事項合
併計算之交易。張先生為獨立第三方。

上海業務之資料

恒宇擁有上海業務之全部權益。

上海業務主要在中國上海從事家具零售業務。

根據上海出售協議將予出售之恒宇上海業務及與此相關的資產和負債（包括但不限於在所
有就前述業務、資產及負債與任何第三者簽訂的合同、協定或承諾中享有的權利、權益
及承擔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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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上海業務之財務資料

根據包括在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內之
上海業務之財務資料，上海業務應佔之營業額及除稅及非經常項目前後之淨利潤或淨虧
損載列如下：

 截至二零零八年  截至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止年度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5,385  6,438
除稅及非經常項目前（淨虧損）╱淨利潤 (3,200 ) 2,�86
除稅及非經常項目後（淨虧損）╱淨利潤 (3,200 ) 2,�86

上海業務於基準日之未經審核之資產淨值為人民幣209,3�9.33元。

完成上海出售協議

上海出售事項將於上海出售協議之訂約方正式簽定上海出售協議之日期完成。

代價

出售上海業務之代價人民幣209,3�9.33元（大約相當於238,�00.74港元）由張先生於上海出
售協議簽署之日後一個月內以人民幣現金支付。

上海出售事項之代價人民幣209,3�9.33元乃恒宇與張先生經參考上海業務於基準日之資產
淨值人民幣209,3�9.33元後經訂約雙方公平磋商釐定。

上海出售事項之財務影響

隨上海出售事項完成後，本集團將不再擁有上海業務之任何權益，彼等之資產、負債及
財務業績將不會並入本集團之財務報表。

本集團預期上海出售事項將不會錄得盈利或虧損，因出售上海業務之代價與其於基準日
之資產淨值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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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承包中止協議

恒宇與張先生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五日簽署上海承包協議，規定承包經營期由二零一
零年一月一日起計兩年。

恒宇與張先生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十四日簽定上海承包中止協議，協議於簽定之日起生
效，恒宇與張先生於截至基準日止於上海承包協議內仍未履行的責任（如有）即時解除和
無效，惟不影響在此之前恒宇與張先生於有關文件項下享有的權利和承擔的責任。

大連出售協議

日期

二零一零年六月十四日

大連出售協議之訂約方

(i) 恒宇，作為賣方

(ii) 黃先生，作為買方

據董事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本集團於緊接大連出售協議日期前十
二個月內與黃先生過往未曾進行任何須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9.22條與大連出售事項合
併計算之交易。黃先生為獨立第三方。

大連業務之資料

恒宇擁有大連業務之全部權益。

大連業務主要在中國大連從事家具零售業務。

根據大連出售協議將予出售之恒宇大連業務及與此相關的資產和負債（包括但不限於在所
有就前述業務、資產及負債與任何第三者簽訂的合同、協定或承諾中享有的權利、權益
及承擔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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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大連業務之財務資料

根據包括在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內之
大連業務之財務資料，大連業務應佔之營業額及除稅及非經常項目前後之淨虧損載列如
下：

 截至二零零八年  截至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止年度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2,234  �,952
除稅及非經常項目前（淨虧損） (�,023 ) (385 )
除稅及非經常項目後（淨虧損） (�,023 ) (385 )

大連業務於基準日之未經審核之資產淨值為零。

完成大連出售協議

大連出售事項將於大連出售協議之訂約方正式簽定大連出售協議之日期完成。

代價

出售大連業務之代價人民幣�元（大約相當於�.�375港元）由黃先生於大連出售協議簽署之
日後一個月內以人民幣現金支付。

由於大連業務於基準日之資產淨值為零，經恒宇與黃先生公平磋商後釐定大連出售事項
之代價人民幣�元。

大連出售事項之財務影響

隨大連出售事項完成後，本集團將不再擁有大連業務之任何權益，彼等之資產、負債及
財務業績將不會並入本集團之財務報表。

本集團預期大連出售事項將錄得之盈利為人民幣�元，乃出售大連業務之代價人民幣�元
減去其於基準日之資產淨值，大連業務於基準日之未經審核之資產淨值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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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連承包中止協議

恒宇與黃先生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五日簽署大連承包協議，規定承包經營期由二零一
零年一月一日起計兩年。

恒宇與黃先生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十四日簽定大連承包中止協議，協議於簽定之日起生
效，恒宇與黃先生於截至基準日止於大連承包協議內仍未履行的責任（如有）即時解除和
無效，惟不影響在此之前恒宇與黃先生於有關文件項下享有的權利和承擔的責任。

進行北京出售事項、上海出售事項及大連出售事項之理由及好處以及所得款項用途

誠如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計年度報告及截至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計之季度報告所述，本集團受到全球金融危機的嚴重衝
擊，更由於前期的擴張速度過快，導致工廠產能過剩，生產成本上升，本集團管理層在
檢討本集團之業務組合之後，決定將本集團之財務及管理資源集中於以中、高端客戶為
主要銷售對象的家居用品的製造及銷售業務，剝離低效資產，並積極尋求輕資產運營，
嘗試轉以貿易為主。故此，北京出售事項、上海出售事項及大連出售事項為本集團提供
良機，剝離低效資產、精簡業務，與此同時使本集團獲得日常營運之額外資金。

經考慮(i)於過去的一年中，北京、上海及大連的零售店之零售業務在未計入根據各自承
包協議剝離負資產而錄得之賬面利潤前，其各自之家具零售業務均錄得巨額虧損；及(ii)
北京、上海及大連的零售店都面臨租金及工資成本大幅上漲的壓力，而銷售也不理想。
管理層不確定北京、上海及大連之家具零售業務何時才會出現穩定盈利；董事（包括獨
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北京出售協議、上海出售協議及大連出售協議之條款及條件（包括北
京、上海及大連出售事項之代價）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

北京出售事項所得款項總額人民幣49,683.53元，將用作本集團一般營運資金。

上海出售事項所得款項總額人民幣209,3�9.33元，將用作本集團一般營運資金。

大連出售事項所得款項總額人民幣�元，將用作本集團一般營運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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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集團之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家居用品。

創業板上市規則涵義

由於北京出售事項，上海出售事項及大連出售事項，合計之有關百分比率（定義見創業板
上市規則）高於5%但低於25%，故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9章規定，北京出售事項，上
海出售事項及大連出售事項合計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

另外，由於大連出售事項之有關百分比率（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低於5%，故根據創業
板上市規則第�9章規定，大連出售事項本身並不構成本公司之一項須予披露交易。

一般事項

由北京出售協議簽定之日起，恒宇於北京業務之全部經濟及法律責任及權益將由周先生
承擔及擁有。

由上海出售協議簽定之日起，恒宇於上海業務之全部經濟及法律責任及權益將由張先生
承擔及擁有。

由大連出售協議簽定之日起，恒宇於大連業務之全部經濟及法律責任及權益將由黃先生
承擔及擁有。

由北京承包中止協議簽定之日起，北京承包協議即告中止，且不再具有任何效力。

由上海承包中止協議簽定之日起，上海承包協議即告中止，且不再具有任何效力。

由大連承包中止協議簽定之日起，大連承包協議即告中止，且不再具有任何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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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於本公佈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北京業務」 指 恒宇截至基準日為止擁有的北京零售店業務

「北京承包協議」 指 恒宇與宋先生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五日簽署之北京零售
店業務承包經營協議書，其經營期由二零零九年十月一日
起計兩年另三個月。宋先生需於二零零九年、二零一零年
及二零一一年分別支付30,000元人民幣（三個月）、�20,000
元人民幣及240,000元人民幣的承包費用予恒宇。

「北京承包中止協議」 指 恒宇與宋先生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十四日簽定之北京零售店
業務承包經營中止協議書，由基準日開始中止北京承包協
議

「北京出售事項」 指 根據北京出售協議出售北京業務一事

「北京出售協議」 指 恒宇與周先生就北京出售事項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十四日訂
立之北京出售協議

「北京零售店業務」 指 北京家具零售店及其業務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工作日」 指 中國之銀行一般開門營業之任何日子（不包括星期六及星期
天）

「業務關係」 指 指華日家具與恒宇之若干業務關係，包括但不限於華日家
具（作為出租人）向恒宇（作為承租人）出租若干土地及樓
宇。有關租賃物業乃由恒宇作生產、辦公及儲存之用

「本公司」 指 FAVA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名家國際控股有限公
司*），一家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股份於創業
板上市

「關連人士」 指 具有創業板上市規則賦予之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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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連業務」 指 恒宇截至基準日為止擁有的大連零售店業務

「大連承包協議」 指 恒宇與黃先生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五日簽署之大連零售
店業務承包經營協議書，其經營期由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起計兩年。黃先生需於二零一零年及二零一一年分別支付
48,000元人民幣及96,000元人民幣的承包費用予恒宇。

「大連承包中止協議」 指 恒宇與黃先生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十四日簽定之大連零售店
業務承包經營中止協議書，由基準日開始中止大連承包協
議

「大連出售事項」 指 根據大連出售協議出售大連業務一事

「大連出售協議」 指 恒宇與黃先生就大連出售事項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十四日訂
立之大連出售協議

「大連零售店業務」 指 大連家具零售店及其業務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創業板」 指 聯交所創業板

「創業板上市規則」 指 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恒宇」 指 廊坊華日恒宇家居有限公司，於中國註冊成立之有限公
司，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華日家具」 指 廊坊華日家具股份有限公司，於中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
公司，現時主要從事建材貿易；周先生及其父母合共持有
其98%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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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獨立第三方」 指 獨立於並與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任何董事、行政總裁、
管理層股東或主要股東或任何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且與
彼等概無關連之人士

「黃先生」 指 黃丙秀先生，為獨立第三方

「宋先生」 指 宋廣彬先生，為獨立第三方

「張先生」 指 張明亮先生，為獨立第三方

「周先生」 指 周旭恩先生，除華日家具與恒宇之業務關係外，周先生為
獨立第三方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佈而言，並不包括香港、中國澳
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地區

「基準日」 指 二零一零年五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之法定貨幣

「上海業務」 指 恒宇截至基準日為止擁有的上海零售店業務

「上海承包協議」 指 恒宇與張先生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五日簽署之上海零售
店業務承包經營協議書，其經營期由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起計兩年。張先生需於二零一零年及二零一一年分別支付
96,000元人民幣及�92,000元人民幣的承包費用予恒宇

「上海承包中止協議」 指 恒宇與張先生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十四日簽定之上海零售店
業務承包經營中止協議書，由基準日開始中止上海承包協
議

「上海出售事項」 指 根據上海出售協議出售上海業務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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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出售協議」 指 恒宇與張先生就上海出售事項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十四日訂
立之上海出售協議

「上海零售店業務」 指 上海家具零售店及其業務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 指 百分比

於本公佈內，所有人民幣金額已經按人民幣�元兌�.�375港元折算為港元金額，以作參
考。

承董事會命
名家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趙國衛

香港，二零一零年六月十四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之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李革先生及趙國衛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
事李元剛先生、楊杰先生及楊東立先生。

本公佈（各董事願共同及個別對此負全責）乃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的規定而提供有關本公
司之資料。各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確信：(i)本公佈所載資
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完整，且無誤導成份；(ii)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致使本公佈所
載任何聲明產生誤導；及(iii)本公佈內表達的一切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始行作出，並
以公平合理的基準和假設為依據。

本公佈將自發出日期起最少一連七天載於創業板網站http://www.hkgem.com「最新公司公
告」一頁及刊載於本公司網站http://www.fava.com.hk。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