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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VA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名家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色

創業板的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本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供一
個上市的市場。有意投資的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
的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的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
老練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的性質所然，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之證券
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備性亦
無發表聲明，且表明不會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
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的資料乃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本公司之資料；本公司之董
事願就本公佈的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合理查詢後，確認就
其所知及所信，本公佈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份，且
並無遺漏任何事項，足以令致本公佈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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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未經審核）

FAVA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欣然呈報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
合中期財務報表，連同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 49,990  ��,��0  79,527  ���,�0� 
銷售成本  (39,696 ) (��,��� ) (64,147 ) (��,��� )        

毛利  10,294  ��,���  15,380  ��,��� 
其他收益  392  �,�0�  965  �,��� 
其他收入  711  –  3,064  – 
商譽減值虧損  –  (��,��� ) –  (��,��� )
勾銷廢棄之存貨  –  (��,��� ) –  (��,��� )
銷售及分銷成本  (3,434 ) (��,��� ) (6,831 ) (��,��� )
行政開支  (8,123 ) (��,��� ) (15,418 ) (��,��� )
其他經營開支  (229 ) (��� ) (1,153 ) (��� )        

經營（虧損） � (389 ) (��,��� ) (3,993 ) (��,��0 )
融資成本  (1 ) (�� ) (2 ) (�� )        

除稅前（虧損）  (390 ) (��,��� ) (3,995 ) (��,0�� )
稅項 � –  –  –  –         

期內（虧損）淨額  (390 ) (��,��� ) (3,995 ) (��,0�� )
中期股息 � –  –  –  – 

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附屬公司財務報表
 換算之外匯差額  3,942  ��  4,339  (��� )        

期內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3,552  (��,��� ) 344  (��,��� )        

  港仙  港仙  港仙   港仙 
每股虧損
 －基本 � (0.03 ) (�.0� ) (0.29 ) (�.�� )        

 －攤薄 � (0.03 ) (�.0� ) (0.2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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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機器  98,284  �0�,0��
商譽  2,406  �,�0�
無形資產  4,491  �0,���
長期預付款項  11,385  ��,0�0    

  116,566  ���,���    

流動資產
存貨 � 113,388  ���,��0
應收帳款 � 22,335  ��,���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帳  166,158  ��,��0
現金及銀行結存 �0 15,792  ��,���    

  317,673  ���,���    

流動負債
應付帳款 �� 41,468  ��,���
其他應付帳及應計費用  56,845  ��,���
預收款項  48,462  ��,���
應付一名董事帳款  47  ��0
融資租約債務－一年內到期  16  ��    

  146,838  ��0,���    

流動資產淨值  170,835  ��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87,401  ���,���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約債務－一年後到期  19  ��    

資產淨值  287,382  ���,���    

資本及儲備
股本 �� 2,797  �,���
儲備  284,585  ���,���    

本公司擁有人之應佔股權總額  287,3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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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股權變動報表（未經審核）

       保留盈餘╱
 股本  股份溢價  實繳盈餘  （累計虧損）  外匯儲備  法定儲備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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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0�  ���,���  ��,000  ���,���  ��,���  ��,���  ���,���             

期內虧損 –  –  –  (��,0�� ) –  –  (��,0�� )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 –  –  –  –  (��� ) –  (��� )             

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  –  –  (��,0�� ) (��� ) –  (��,��� )             

發行股份 ���  –  –  –  –  –  ���

發行新股所得溢價（扣除開支） –  ��,���  –  –  –  –  ��,���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 �,���  ���,���  ��,000  ��,���  ��,���  ��,���  ���,���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  ���,���  ��,000  （��� ） ��,��0  ��,���  ���,���             

期內虧損 –  –  –  （�,��� ） –  –  (�,��� )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  –  –  –  �,���  –  �,���             

期內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  –  –  (�,��� ) �,���  –  ���             

行使購股權而發行新股 ��  –  –  –  –  –  ��
行使購股權而發行新股產生之溢價 –  �,���  –  –  –  –  �,���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2,797  171,145  36,000  (4,940 ) 40,899  41,481  287,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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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活動（流出）現金淨額 (13,983 ) (��,��� )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4,348  (�,0�� )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入淨額 1,896  ��,���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減少）淨額 (7,739 ) (��,��� )
期初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23,531  ��,���    

期末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15,792  �,���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之結餘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存 15,7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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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集團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遵守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中期財務報告」、香港公認會
計準則、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
例規定之適用披露條文編撰。

該等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

編製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
與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所採用者相符一致。

2. 營業額

本集團之營業額指來自家居用品製造及銷售之收入（已扣除退貨及貿易折扣（如適用））之發
票淨值。本集團營業額之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製造及銷售家居用品 49,990  ��,��0  79,527  ���,�0�        

3. 經營（虧損）

本集團之經營（虧損）乃經扣除下列各項後得出：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銷售成本 39,696  ��,���  64,147  ��,���
物業、廠房及機器之折舊 4,225  �,���  9,139  �,�0�
攤銷無形資產 902  �,���  1,8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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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稅項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在香港並無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
利得稅作出撥備（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乃指本集團於中國之附屬公司之應課稅溢利之稅項支出，
按適用之現行稅率計算。本集團兩間中國附屬公司其中之一－廊坊華日恒宇家居有限公
司﹐屬外商投資企業並享有包括自首個獲利年度起計兩年內免繳企業所得稅及於其後連續
三年內減免�0%稅款之稅務優惠（「稅務優惠」），二零零七年為其首個獲利年度。本集團另
一間中國附屬公司－廊坊天豐家居有限公司亦享有稅務優惠，二零零五年為其首個獲利年
度。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本集團所有於中國之附屬公司均錄得虧損，故
並無企業所得稅支出(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重大尚未撥備遞延稅項（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無）。

由於在本期間結束當日並無出現任何重大暫時性差異，故並無就遞延稅項作出撥備（截至二
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5. 中期股息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派付或宣派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九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6.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000港元（二零零九年：約��,0��,000港元）
及期內已發行加權平均數�,���,0��,0�0（二零零九年：�,���,���,��0）普通股計算。

由於行使及未行使之本公司之購股權對每股基本虧損有反攤薄作用，故而截至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虧損並未載列。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出現股權攤薄事件。

7. 分部資料

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之可呈報分部如下：

• 家居用品之直接零售

• 家居用品之間接零售及其他



- � -

下表呈列本集團經營分部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回顧期內之
業績。

 家居用品之 家居用品之
 直接零售 間接零售及其他 總額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部收益
銷售予外部客戶 8,367  ��,��0  71,160  ��,���  79,527  ���,�0� 
           

分部業績 2,780  �,���  12,600  ��,���  15,380  ��,��� 
           

利息收入及
 未分配公司收益         4,029  �,���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開支         (23,402 ) (��,��� )
融資成本         (2 ) (�� )           

除稅前（虧損）         (3,995 ) (��,0�� )
稅項         –  –            

期內（虧損）淨額         (3,995 ) (��,0�� )
           

8. 存貨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原料 31,948  �00,���
在製品 67,445  ��,���
製成品 13,995  ��,���    

 113,388  ���,��0
減：撇減陳舊存貨 –  (��,�00 )    

 113,38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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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帳款

就銷售貨品給予之平均信貸期為�0至��0日。鑑於本集團之應收帳款與大量不同類別客戶有
關，因此並無重大集中之信貸風險。應收帳款為免息。

於結算日之應收帳款（已減去撥備）以發票日期為基準之帳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 – �0日 8,318  ��,���
�� – �0日 9,583  �,���
�� – �0日 925  �,�0�
�� – ��0日 294  �,���
超過��0日 3,215  ��,���    

 22,335  ��,���    

董事認為﹐應收帳款之帳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10. 現金及銀行結存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現金及銀行結存 15,792  ��,���    

於結算日，本集團之人民幣（「人民幣」）現金及銀行結存約為��,���,000港元（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約��,���,000港元）。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為其他貨幣，但按中國之外匯
管理條例以及結匯、售匯及付匯管理規定，本集團獲准透過獲授權可經營外匯業務之銀行
將人民幣兌換成其他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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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帳款

於結算日之應付帳款以發票日期為基準之帳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 – �0日 6,159  ��,���
��– �0日 2,733  �0,���
��– �0日 548  �,���
��– ��0日 5,024  �,���
超過��0日 27,004  �,���   

 41,468  ��,���    

應付帳款不附利息，董事認為，應付帳款之帳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12. 股本

普通股
 面值  股份數目  股本
 港元  千股  千港元

法定：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0.00�  ��0,000,000  �00,000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0.00�  ��0,000,000  �00,000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0.002  250,000,000  50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款：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0.00�  �,���,�00  �,���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0.00�  �,���,�00  �,���

行使購股權而發行之股份（附註(i)） 0.00�  ��,�00  ��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0.002  1,398,600  2,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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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i)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二日，��,�00,000份購股權所附的認購權已按認購價每股0.����港
元獲行使，並導致發行��,�00,000股每股面值0.00�港元股份以換取現金代價總額（扣
除開支前）�,���,��0港元。

13. 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結算日並無任何或然負債。

14. 重大關連人士交易

於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關連人士交易。

15. 結算日後事項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後概無出現重大結算日後事項。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及財務回顧

全球金融風暴及經濟危機對世界各地的家具業務造成很大的打擊，業內的競爭日趨激
烈，伴隨著租金、工資及運輸成本的大幅上漲，集團的業務受到嚴重衝擊。

集團前期的擴張速度過快使得工廠產能過剩，生產成本上升，因此，集團在第二季度把
所有導致虧損的低效資產，包括了除廊坊華日家具國際展覽中心（A館）外的所有自營零
售店以及以低端客戶群為主的吉祥鳥製造批發業務全部出售，並將本集團的財務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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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集團的營
銷策略也由增加自營零售店數量轉至致力改善現有加盟零售店和自營零售店的盈利能力
上。

雖然由於全球需求的減少，原材料的價格也相應地有所下跌，但本集團的木材主要來自
於俄羅斯，其木材出口關稅由�00�年增加，因此國際原材料價格下跌並未令本集團受
惠。本集團也實行了一些成本控制措施，特別致力於提高製造過程中原材料的利用率，
以及加強對前線員工的技術培訓，旨在削減原材料和勞工成本，以改善集團的盈利。

為拓寬分銷渠道及增加市場份額，集團將引進更多加盟商，同時，本集團將繼續各種促
銷措施，如：提供折扣優惠，對加盟商進行銷售補貼，與國內大型物業發展商建立戰略
伙伴關係以及加大通過媒體進行產品宣傳的力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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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0�0年上半年，本集團之虧損淨額為港元�,���,000，比�00�年同期下跌了約��%。銷
售淨額為人民幣��,���,000元，比較�00�年上半年的人民幣�0�,���,000元，減少人民幣
��,���,000元或��.��%。銷售減少的主要原因是零售需求疲弱及市場競爭激烈，另外對
自營零售店的出售也使得來自直接零售方面的銷售減少。

�0�0上半年集團的營運總開支約為港元��,�0�,000，比去年同期的約��,�0�,000港元減少
了約��,�0�,000港元。

來自集團的核心業務－間接零售的收入於上半年比去年同期的人民幣��,0��,000元減少了
約人民幣��,���,000。而來自自營零售店的直接零售收入於上半年則比去年同期的人民幣
��,���,000元減少了約��,���,000，主要是因為集團把除了廊坊華日家具國際展覽中心（A
館）外的所有自營零售店於第二季度全部出售所致。由於加大對經銷商的扶助，集團下調
了產品的出廠價，另外於第二季度出售的自營零售店的直接零售毛利率比間接零售毛利
率來得高，導致毛利率由�00�年上半年的�0.��%下滑至今年上半年的��.��%。

未來展望

在世界各地政府實施一系列刺激經濟增長的政策後全球經濟已呈復蘇的跡象。中國經濟
於未來仍將錄得強勁增長，房地產市場仍在快速發展，而城市化的步伐也在加快，盡管
中央政府推出宏觀調控政策以壓抑國內一些大城市房地產市場出現的泡沫，預計會對對
本集團的造成一定影響，因為本集團的主要客戶群集中在一、二線城市。

同時隨著中國中產人數的急速增多，加上其可動用收入持續上升，以及人們對生活品味
的要求不斷提高，國內家具市場對優質傢俱，特別是環保又健康的實木類傢俱的需求將
與日俱增。為迎合這趨勢及市場需求，集團加強了對新產品的開發。

我們堅信，集團定能衝破當前的障礙，迎來新的發展，我們對集團長遠成功充滿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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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之出售

出售廊坊華日恒宇家居有限公司（「恒宇」）所擁有之吉祥鳥家具廠（「出售事項」）

於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九日，廊坊華日恒宇家居有限公司與柳前進先生（於出售事項為一獨
立第三方）簽定一個出售協議，據此恒宇同意出售而柳先生同意收購出售吉祥鳥家具廠，
一個從事沙發、茶几及客廳家具製造及批發業務之工廠，恒宇全資擁有吉祥鳥家具廠業
務。出售事項之代價為人民幣�,�00,���.��（大約相當於�,���,���.��港元）。出售事項所
得款項總額為人民幣�,�00,���.��(扣除所有費用前)除已用作抵扣恒宇應付柳先生款，
餘額已用作本集團一般營運資金。詳情請參照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九日之公
告。

恒宇出售北京業務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十四日，恒宇與周旭恩先生（「周先生」）（除廊坊華日家具股份有限公
司與恒宇之業務關係外，於出售恒宇所擁有的位於北京的家具零售店及其業務（「北京業
務」）（「北京出售事項」），周先生為獨立第三方）訂立出售協議（「北京出售協議」）。根據北
京出售協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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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約相當於��,���.0�港元）。北京出售事項所得款項總額人民幣��,���.��元，
已用作本集團一般營運資金。詳情請參照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六月十四日之公告。

恒宇出售上海業務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十四日，恒宇與張明亮先生（「張先生」）（於出售恒宇所擁有的位於上海
的家具零售店及其業務（「上海業務」）（「上海出售事項」），張先生為獨立第三方）訂立出
售協議（「上海出售協議」）。根據上海出售協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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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元（約相當於���,�00.��港元）。上海出售事
項所得款項總額人民幣�0�,���.��元，已用作本集團一般營運資金。詳情請參照本公司日
期為二零一零年六月十四日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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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宇出售大連業務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十四日，恒宇與黃丙秀先生（「黃先生」）（於出售恒宇所擁有的位於大連
的家具零售店及其業務（「大連業務」）（「大連出售事項」），黃先生為獨立第三方）訂立出
售協議（「大連出售協議」）。根據大連出售協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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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相當於�.����港元）。大連出售事項所得款項總
額人民幣�元，已用作本集團一般營運資金。詳情請參照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六月十
四日之公告。

除上文所述外，本集團於期內概無任何其他收購或出售。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所有資金及庫務活動現均由公司高層管理及控制﹐本集團最近期之年報所披露庫
務及財務政策並無重大變動。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存約��,���,000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借貸總額約為��,000港元（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
日：約��,000港元），指按平均年利率約�厘計息及平均租賃年期約為五年之融資租賃合
約項目下之債務。

僱員資料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香港聘用了�名員工，而在中國則有�,���名員工（截
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香港有�名員工及中國有�,�00名員工）。僱員之薪酬乃根據彼
等之工作表現及市場狀況釐訂。合資格僱員之其他福利包括退休福利及醫療保險計劃。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總員工成本約為�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約
��,�0�,000港元）。

本集團並無發生任何重大勞資糾紛或員工人數出現重大變動，導致日常業務營運受到任
何干擾。董事認為，本集團與其員工之關係良好。

資產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約為0.0�%（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
日：約0.0�%），即長期負債佔總資產之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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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購買證券之權利

除於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四日通過之新購股權計劃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內
任何時間並無訂立任何安排﹐使董事可藉購買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券
而取得利益。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概無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持有任何購股權。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條款不低於
創業板上市規則第�.��至�.��條所規定交易要求之操守準則。本公司亦已向全體董事作出
查詢﹐本公司不知悉任何董事未有遵守有關交易準則規定或證券交易操守準則。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須載入登記冊而披露之權益

(a)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在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
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XV部第�及第�分部須通知本公司及聯交所（包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條文
被當作或被視為擁有的權益及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條須記入該條所
述之登記冊，或按照創業板上市規則第�.��條所述依據董事買賣證券之交易必守標
準而須通知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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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每股面值0.00�港元之普通股之好倉

 所持股份數目、身份及權益性質 
      佔本公司
  透過配偶或    已發行股本
 直接實益 十八歲 透過控制 信託之  總額之概約
董事姓名 擁有 以下子女 公司持有 受益人 總計 百分比
      (附註�)

李革先生 ��,0��,000 – ���,���,000 – ���,��0,000 ��.��%      

附註：

(�) 該百分比乃將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之現有已發行股份�,���,���,��0股除以所擁有
或視為擁有股份之數目計算。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及
第�分部，概無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或被視作擁有任何其他權益或淡
倉，而須記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條所存置之登記冊內，或根據創業板
上市規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

(b) 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據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所知，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以下人士（除上文所
披露之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外）於本公司�%或以上股份和相關股份中擁有本
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條須存置之權益登記冊所記錄之權益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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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每股面值0.00�港元之普通股之好倉

 權益性質 所持 概約
股東姓名╱名稱 及身份 股份數目 權益百分比
   （附註�）

True Allied Assets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000 ��.��%

李革先生（附註�） 受控公司權益 ���,���,000 ��.��%
 實益擁有人 ��,0��,000 �.��%

附註：

(�) 該百分比乃將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之現有已發行股份�,���,���,��0股除以所擁有
或視為擁有股份之數目計算。

(�) 李革先生因其於True Allied Assets Limited的�00%實益權益而擁有是項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除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其權
益已載於上文題為「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
外。本公司董事並不知悉有任何其他人士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須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條記錄之權益或淡倉。

集團資產抵押

除了本集團辦公室設備之融資租約債務外，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抵押
其任何其他資產（二零零九年：無）。

外幣風險

由於本集團之貨幣資產及負債乃以人民幣及港元計值，故本集團認為其匯率風險並不重
大。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相關對沖。

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結算日並無任何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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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零年七月成立審核委員會，並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至�.��條訂定
其書面權責。經當時出席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七日召開之董事會會議之董事批准，由香港
會計師公會於二零零二年二月所制定之「審核委員會有效運作指引」所載之職權範圍已獲
採納作為本公司審核委員會之職權範圍書。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審核委員會成員
包括三名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李元剛先生、楊東立先生及楊杰先生。

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審閱及監察本集團之財務報告程序及內部監控系統，並向董事
會提供建議及意見。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
期業績公佈及報告，並已向董事會提供建議及意見。經審閱財務報表後，審核委員會成
員認為有關報表符合適用之會計準則、創業板上市規則及其他適用之法律及法規，並已
作出充分披露。

企業管治常規

李革先生（「李先生」）身兼本公司之主席及行政總裁兩個職位。李先生一方面擔任本集團
主席，另一方面亦帶領董事會，負責董事會之會議事項及工作。彼確保：

－ 董事會符合本集團之最佳利益而行事；及

－ 董事會之運作有效，而所有主要及適當事項會經董事會作出適當簡報及討論。

本集團之主席及行政總裁之間並無清晰的職責分工，且由同一人擔任。這就偏離創業板
上市規則附錄��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A.�.�。然而董事會
認為，由於以下原因，此舉並無損責任問題及獨立決策過程：

－ 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佔由五名成員組成之董事會之大多數；

－ 審核委員會全由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及

－ 獨立非執行董事可於需要時自由及直接聯絡本公司之外聘核數師及尋求獨立專業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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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擁有豐富之業內經驗。彼致力為本集團之增長及盈利能力作出貢獻。董事會認
為，設立執行主席之安排，可讓董事會獲得一位對本集團業務有深入認識之主席之益
處，亦能及時就有關事項及進展為董事會帶領討論及作出簡報，促進董事會與管理層間
之溝通，因此符合本集團之最佳利益。

為符合企業管治守則、本公司現正積極尋找適當人選擔任本公司行政總裁一職。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完全採用企業管治
守則列載之守則條文。

購股權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二日，本公司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四日採納之購股
權計劃授出��0,�00,000份購股權。購股權將賦予承授人於購股權獲全數行使時認購本公
司股本中每股0.00�港元合共��0,�00,000股普通股之權利。購股權之行使價為0.����港
元，其有效及行使期為由授出日期起至二零一二年一月二十一日兩年。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授出、行使、尚未行使及失效的購股權詳情如
下：

 非上市購股權之數量 本公司股價  

       於二零一零年   

參與者 於本集團及本公司 購股權    期內 六月三十日 購股權 於購股權 於購股權

姓名及類別 持有之職位 授出日期* 行使期限 期內授出 期內行使 取消╱失效 尚未行使 行使價 授出當日 行使當日          

        港元 港元 港元

僱員

趙仕平 廊坊天豐家居有限公司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二日至 ��,�00,000 – – ��,�00,000 每股0.���� 每股0.���0 不適用

  及廊坊華日恒宇家居  一月二十二日  二零一二年一月二十一日

  有限公司（均為本公司   

  之子公司）之董事及   

  總經理

邵秀珍 廊坊天豐家居有限公司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二日至 ��,�00,000 – – ��,�00,000 每股0.���� 每股0.���0 不適用

  及廊坊華日恒宇家居  一月二十二日  二零一二年一月二十一日

  有限公司之會計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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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上市購股權之數量 本公司股價  

       於二零一零年

參與者 於本集團及本公司 購股權    期內 六月三十日 購股權 於購股權 於購股權

姓名及類別 持有之職位 授出日期* 行使期限 期內授出 期內行使 取消╱失效 尚未行使 行使價 授出當日 行使當日          

        港元 港元 港元

其他參與者

鄭莉文 市場推廣顧問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二日至 ��,�00,000 (��,�00,000) – – 每股0.���� 每股0.���0 每股0.���0

   一月二十二日  二零一二年一月二十一日

馮燦文 財務顧問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二日至 ��,�00,000 – – ��,�00,000 每股0.���� 每股0.���0 不適用

   一月二十二日  二零一二年一月二十一日

馮燦聲 會計顧問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二日至 ��,�00,000 – – ��,�00,000 每股0.���� 每股0.���0 不適用

   一月二十二日  二零一二年一月二十一日

周天堂 傢俱設計顧問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二日至 ��,�00,000 – – ��,�00,000 每股0.���� 每股0.���0 不適用

   一月二十二日  二零一二年一月二十一日

周旭恩 銷售顧問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二日至 ��,�00,000 – – ��,�00,000 每股0.���� 每股0.���0 不適用

   一月二十二日  二零一二年一月二十一日

修俊成 木材專家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二日至 ��,�00,000 – – ��,�00,000 每股0.���� 每股0.���0 不適用

   一月二十二日  二零一二年一月二十一日       

    ��0,�00,000 (��,�00,000) – ��,�00,000
       

* 相關購股權並無歸屬期。

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買賣或贖回本公司
上市證券。

競爭權益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各董事或本公司管理層股東（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
則）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概無於與本集團業務競爭或可能競爭之業務擁有任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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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之重選

於二零一零年五月六日召開之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上，所有現任的董事均獲本公司之
股東重選為董事。

承董事會命
FAVA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執行董事
李革

香港，二零一零年八月十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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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東立先生及楊杰先生。

本公佈將由刊發當日至少七日存放於創業板網站http://www.hkgem.com之「最新公司公告」
網頁及本公司之網站http://www.fava.com.hk。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