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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興利（香港）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
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二零一零
年同期的比較數字。

簡明綜合中期收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231,939 212,873
銷售成本  (171,972) (165,124)
   

毛利  59,967 47,749
其他收益  7,488 803
銷售及分銷開支  (25,052) (18,211)
行政開支  (17,655) (13,524)
   

經營業務所得溢利  24,748 16,817
財務費用  (1,172) (279)
   

除稅前溢利 5 23,576 16,538
稅項 6 (224) (3,138)
   

期內溢利  23,352 13,400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22,713 13,016
非控股權益  639 384
   

  23,352 13,400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的
 每股盈利（港仙） 7
－基本  9.83 6.51
－攤薄  9.66 6.39

  千港元 千港元

股息 8 5,575 3,400
   

第8頁至第25頁的附註構成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的組成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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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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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房及設備 9 214,693 163,214
預付租賃款項 9 49,084 48,503
商譽 10 52,119 –
可供出售投資 11 6,846 7,280
   

  322,742 218,997
   

流動資產
預付租賃款項 9 1,091 1,066
存貨  102,593 80,715
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12 55,920 31,044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51,274 37,252
受限制銀行存款  17,435 17,04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3,431 131,662
   

  311,744 298,779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款 13 106,404 77,80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47,527 53,427
有抵押銀行貸款的即期部份 14 95,131 75,424
即期稅項  70 1,531
   

  249,132 208,182
   

流動資產淨值  62,612 90,59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85,354 309,594
   

非流動負債
有抵押銀行貸款的非即期部份  14 – 8,532
   

資產淨值  385,354 301,062
   

權益及儲備
股本 15 2,424 2,060
儲備  378,207 299,002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380,631 301,062
非控股權益  4,723 –
   

權益總額  385,354 301,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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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全面收入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 23,352 13,400

其他全面收入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允值收益╱（虧損），已扣除稅項 (436) (1,520)

 貨幣換算差額 5,314 1,867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28,230 13,747
  

下列人士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27,591 13,316

 －非控股權益 639 431
  

 28,230 13,747
  

第8頁至第25頁的附註構成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的組成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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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權益變動表
 （未經審核）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法定  公允 購股權    非控股
  股本 股份溢價 匯兌儲備 公積金 合併儲備 值儲備 儲備 股本儲備 保留溢利 合計 權益 權益總額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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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2,000 75,134 20,817 7,074 25,430 3,604 5,576 – 118,765 258,400 5,217 263,617
期內溢利  – – – – – – – – 13,016 13,016 384 13,400
直接於權益中確認的可供
 出售投資的公允值變動  – – – – – (1,520) – – – (1,520) – (1,520)
貨幣交易差額  – – 1,820 – – – – – – 1,820 47 1,867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
 期間的全面收入總額  – – 1,820 – – (1,520) – – 13,016 13,316 431 13,747

以股本結算的購股權安排  – – – – – – 527 – – 527 – 527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支付的與
 二零零九年有關的股息 8 – – – – – – – – (2,800) (2,800) – (2,800)
             

  – – – – – – 527 – (2,800) (2,273) – (2,273)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2,000 75,134 22,637 7,074 25,430 2,084 6,103 – 128,928 269,443 5,648 275,091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2,060 83,623 28,345 8,765 25,430 2,573 5,875 (6,486) 150,877 301,062 – 301,062
期內溢利  – – – – – – – – 22,713 22,713 639 23,352
直接於權益中確認的可供
 出售投資的公允值變動  – – – – – (436) – – – (436) – (436)
貨幣交易差額  – – 5,314 – – – – – – 5,314 – 5,314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
 期間的全面收入總額  – – 5,314 – – (436) – – 22,713 27,591 639 28,230
             

收購附屬公司  364 57,882 – – – – – – – 58,246 4,084 62,330

轉撥儲備  – – – 1 – – – – (1) – – –
以股本結算的購股權安排  – – – – – – 1,489 – – 1,489 – 1,489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支付的與
 二零一零年有關的股息 8 – – – – – – – – (7,757) (7,757) – (7,757)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2,424 141,505 33,659 8,766 25,430 2,137 7,364 (6,486) 165,832 380,631 4,723 385,354
             

第8頁至第25頁的附註構成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的組成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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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現金流量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活動所用的現金淨額 (2,689) (2,104)

投資活動所用的現金淨額 (44,486) (4,149)

融資活動所產生╱（所用）的現金淨額 4,509 (5,87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淨額 (42,666) (12,131)

匯率變動的影響 (5,565) 333

期初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31,662 86,773
  

期末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3,431 74,97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的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83,431 74,975
  

第8頁至第25頁的附註構成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的組成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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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興利（香港）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為於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日在英屬處女群島（「英屬處女群島」）
註冊成立並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日遷冊至百慕達及於百慕達存續之有限公司。其註冊辦事處地址
為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11, Bermuda。本公司的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
新界沙田安耀街3號匯達大廈11樓1101室。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設計、製造、銷售及市場推廣住宅家具（主要包括木製家具、梳化及床墊）及進
行其本身品牌及產品設計的特許經營。

除另有註明者外，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呈列。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於二
零一一年八月十五日獲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批准刊發。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尚未經審核。

2 編製基準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之適用批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
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申報」編製。

該等中期賬目採用的會計政策及編製基准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
報表所採用者貫徹一致。

於回顧期間內，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業務合併之主要影響如下：

業務合併乃以購買法入賬。轉讓之代價乃以收購日期公允值計量，該公允值為本集團所轉讓資產於
收購日期之公允值、本集團向被收購方前擁有人承擔的負債及本集團發行以換取被收購方控制權之
股本權益總和。於各業務合併中，收購方按公允值或被收購方可識別資產淨值應佔比例計量於被收
購方之非控股權益。收購成本於產生時列為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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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本集團收購業務時，須根據合約條款、收購日期之經濟環境及相關條件對所承擔金融資產及負債
進行評估，以適當分類及確認，包括將嵌入式衍生工具與被收購方主合約分開。

收購方將轉讓之任何或然代價於收購日期按公允值確認。或然代價（被視為一項資產或負債）公允
值之其後變動按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將於損益確認或確認為其他全面收益之變動。倘將或然代價
分類為權益，則毋須重新計量，直至於權益中正式結算為止。

商譽按成本進行初步計量，即已轉讓代價、非控股權益之確認金額及本集團先前所持於被收購方之
股本權益公允值總額超出所收購可識別資產淨值及所承擔負債之差額。倘總代價及其他項目之總和
低於所收購附屬公司資產淨值之公允值，則於評估後之差額會於損益確認為廉價購買時之收益。

初步確認後，商譽按成本減累計減值虧損計量。商譽每年就減值進行檢討，倘有事件或情況變化顯
示賬面值可能出現減值跡象，則進行更為頻密之檢討。本集團會對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商譽進行年度
減值測試。進行就減值測試而言，業務合併中購入之商譽由收購日期起，被分配到預期將從合併之
協同效應中受益之本集團各現金產生單位（或現金產生單位組別），不論本集團之其他資產或負債
是否被分配至該等單位或單位組別。

減值按對與商譽有關之現金產生單位（現金產生單位組別）可收回金額進行之評估釐定。倘現金產
生單位（現金產生單位組別）之可收回金額少於其賬面值，則確認減值虧損。就商譽確認之減值虧損
不會於隨後期間撥回。

當商譽構成現金產生單位（現金產生單位組別）之一部份而出售該單位之某部份業務，則於釐定出
售業務之收益或虧損時，與出售業務相關之商譽將包括在該業務之賬面值內。在此情況下出售之商
譽將以出售業務和保留之現金產生單位部份相對價值為基礎作計量。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已採納與其營運有關而於本集團當前會計期間生效的所有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採納該等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本期間及
過往呈報期間的呈報業績或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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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報告
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在中國的生產業務在收購Astromax Investment Limited後，得以增強至涵蓋
梳化產品。因此，本集團內部財務呈報及監控經過強化，而本集團乃根據類似經濟特徵、產品及服
務以辨識經營分部。經營分部乃由高級管理成員進行辨識。高級管理人員被稱為「最高營運決策者」，
負責為各分部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茲將經營分部概述如下：

板式家具： 板式家具的設計、製造、銷售及市場推廣以及授權本公司本身的品牌

軟體家具： 梳化及床墊的設計、製造、銷售及市場推廣

就比較而言，二零一零年分部呈報的數字乃經重新分類以反映有關變動。該等重新分類並本集團以
往呈報之綜合收入表、綜合財務狀況表、現金流量表及權益變動表概無影響。

然而，集團融資（包括利息收入及開支）及所得稅的管理乃於集團層面進行，並不予分配至各經營分部。

經營分部之間的轉讓乃以類似於與第三方所進行交易的方式按公平基準釐定價格。

(a) 經營分部
下表載列有關本集團分別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各六個月
期間經營分部的收益及溢利資料（未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經重列）
 板式家具 軟體家具 未分配 綜合 板式家具 軟體家具 未分配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194,463 37,476 – 231,939 185,054 27,819 – 212,873

利息收入 – – 135 135 – – 214 214

利息開支 – – 1,172 1,172 – – 279 279

折舊及攤銷 2,064 696 – 2,760 4,733 499 – 5,232

可呈報分部溢利 16,949 2,059 – 19,008 16,047 1,972 – 18,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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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經營分部之分部資產：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經重列）
 板式家具 軟體家具 未分配 綜合 板式家具 軟體家具 未分配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呈報分部溢利 495,072 61,057 78,357 634,486 451,467 30,356 35,953 517,776

(b) 可呈報分部收益、損益及資產的對賬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經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可呈報分部收入 232,807 212,873

撇銷跨部收益 (868) –
  

綜合收益 231,939 212,873
  

損益
可呈報分部溢利 19,008 18,019

其他收入 7,488 803

未分配金額：
 利息開支 (1,172) (279)

 其他總辦事處及公司開支 (1,748) (2,005)
  

除稅前綜合溢利 23,576 16,538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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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
可呈報分部總資產 556,130 481,823

可供出售投資* 6,846 7,280

未分配總辦事處及公司資產 71,510 28,673
  

綜合資產總額 634,486 517,776
  

* 分部資產不包括可供出售投資，因為該資產都在集團層面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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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地區資料
下表載列有關地區的資料(i)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收益及(ii)本集團固定資產及預付租賃款項（「指
定非流動資產」）。客戶所在地區根據提供服務或交付貨品的地區釐定。指定非流動資產的所
在地區根據資產實際所在地釐定。

來自外部客戶收益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亞洲（不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75,072 64,567

歐洲 6,454 9,426

中國 142,614 133,623

其他 7,799 5,257
  

 231,939 212,873
  

指定非流動資產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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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洲（不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2,074 2,385

中國 320,668 209,332
  

 322,742 211,717
  

* 亞洲主要包括日本、臺灣、中東及東南亞；歐洲主要包括瑞典、意大利、西班牙及德國；
而其他主要包括美國及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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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權益結算以股份形式支付的已授出購股權的開支
(a) 於期內存在的所授出購股權的條款及條件如下，而所有購股權均以實物交付股份的方式結算：

 購股權數目 行使價 行使期
  港元

授予本公司董事 2,997,340 1.0647 23/12/2009至30/12/2016

 的購股權： 374,667 1.0647 23/12/2009至19/06/2017

 187,334 1.0647 20/06/2010至19/06/2017

 187,334 1.0647 20/06/2011至19/06/2017

 450,000# 1.4220 23/04/2011至22/04/2013

 450,000# 1.4220 01/01/2012至22/04/2013

 1,500,000* 1.8000 05/05/2012至04/05/2014

 1,500,000* 1.8000 01/01/2013至04/05/2014

授予本集團僱員 3,746,675 1.0647 23/12/2009至30/12/2016

 的購股權： 374,667 1.0647 23/12/2009至19/06/2017

 374,668 1.0647 31/12/2009至30/12/2016

 374,667 1.0647 31/12/2010至30/12/2016

 187,334 1.0647 20/06/2010至19/06/2017

 187,334 1.0647 20/06/2011至19/06/2017

 5,550,000# 1.4220 23/04/2011至22/04/2013

 5,550,000# 1.4220 01/01/2012至22/04/2013

 500,000* 1.8000 05/05/2012至04/05/2014

 500,000* 1.8000 01/01/2013至04/05/2014
  

購股權涉及的股份總數 24,992,020
 

#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三日，本公司向承授人授出購股權，以認購總共12,000,000股本
公司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 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五日，本公司向承授人授出購股權，以認購總共4,000,000股本公司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b) 購股權的公允值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授出的購股權的公允值1,489,576港元（截至二零一
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525,753港元）確認為僱員成本，以股份形式的僱員資本儲備因此
相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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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乃經扣除及計入下列各項後得出：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扣除
核數師酬金 400 400

已出售存貨成本 173,698 165,124

僱員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董事酬金 2,016 1,319

 －其他 36,988 33,118

折舊 2,760 4,712

攤銷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545 520

出售固定資產虧損 – 341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1,073) (104)
  

經計入
利息收入 135 214

  

6 稅項
(a) 於簡明綜合中期收益表內的稅項為：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 – –

 －中國企業所得稅 224 3,138
  

 224 3,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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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香港利得稅撥備乃按各個相關期間的估計應課
稅溢利的16.5%（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6.5%）計算。

(ii) 其他地區之利得稅則以本集團經營所在司法權區通行的稅率計算。

(iii) 繼新企業所得稅法（「新稅法」）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生效後，所有中國企業均須按
25%的標準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

然而，對於目前享受相關稅務機關授予的稅務優惠的企業將有一個過渡期。根據二零
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頒佈的《國務院關於實施企業所得稅過渡優惠政策的通知》：

(a) 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享受15%的企業所得稅優惠稅率的企業，在五年內逐
步過渡至25%的稅率，其中二零零八年按18%稅率執行，二零零九年按20%稅率
執行，二零一零年按22%稅率執行，二零一一年按24%稅率執行及二零一二年按
25%稅率執行；及

(b) 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原享受定期減免稅優惠的企業，繼續按原稅收法律、
行政法規及相關文件規定的優惠辦法及年限享受原有優惠至優惠期滿為止。

東莞興展家具有限公司於二零一一年須按稅率25%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二零一零年：
12.5%）。

深圳興利家具有限公司於二零一零年須按稅率24%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二零一零年：
22%）。

深圳興利尊典家具有限公司（「深圳興利尊典」）於二零一一年須按稅率24%繳納中國企
業所得稅（二零一零年：22%）。

深圳歐羅家具有限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之稅率為12%，因此乃第三個獲利年度（二零一零
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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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遞延稅項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可作結轉之稅項虧損及其他時差之潛在未經審核遞延稅項資產金額
為2,715,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144,000港元），由於無法預測將來溢利流量，因
此並無確認。根據現行稅務法規，稅項虧損不會過期。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與不分派盈利的預扣稅3,794,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六月
三十日：3,751,000港元）有關的未予確認的遞延稅項負債為63,104,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六月
三十日：75,019,000港元），是由於本公司董事決定由本集團中國附屬公司保留不分派盈利所致。

本公司資產及負債的稅基與其於財務報表的賬面值並無重大暫時性差異（二零一零年六月
三十日：無），故並無作出遞延稅項撥備。

7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22,713,000港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溢利13,016,000港元）及本公司截至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231,135,559股（截至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00,000,000股普通股）計算。

(b) 每股攤薄盈利
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22,713,000港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3,016,000港元）及普通股（已攤薄）的加權平均數235,033,436股計算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31,135,559 200,000,000

由購股權所產生具攤薄潛力普通股之影響 3,897,877 3,641,985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35,033,436 203,64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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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股東獲支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3.20

港仙（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40港仙），共計7,757,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800,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股息為每股2.3港仙（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70

港仙），董事會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五日決議派此項共計5,757,000港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3,400,000港元）的股息。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並無反映此應付股息。

9 物業、廠房及設備及預付租賃款項
 物業、
 廠房及設備 預付租賃款項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的賬面淨值 163,214 49,569

滙兌調整 3,798 1,151

收購附屬公司（附註17） 3,811 –

添置 46,630 –

折舊及攤銷 (2,760) (545)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的賬面淨值 214,693 50,175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的賬面淨值 132,012 48,936

滙兌調整 1,238 453

添置 14,017 –

出售 (410) –

折舊及攤銷 (4,712) (520)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的賬面淨值 142,145 48,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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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商譽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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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本
期初結存 – –

透過業務合併收購（附註17） 52,119 –
  

期末結存 52,119 –
  

減值虧損
期初結存 – –

減值虧損 – –
  

期末結存 – –
  

賬面值
期初結存 – –
  

期末結存 52,119 –
  

11 可供出售投資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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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股本投資，按市值
 －香港 6,846 7,280

  



19
興利（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一年中期報告

12 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於報告日，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的賬齡分析（扣除呆賬撥備）如下：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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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期 36,659 23,490

少於3個月 7,100 5,735

3個月至6個月 7,018 818

6個月至12個月 5,059 806

超過12個月 84 195
  

 55,920 31,044
  

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為免息及一般為自開出票據日期起30至90日內到期。

13 貿易應付賬款
於報告日，貿易應付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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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個月以內 92,974 59,862

3個月至1年 6,509 14,891

1年以上 6,921 3,047
  

 106,404 7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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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有抵押銀行貸款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有抵押銀行貸款須按以下期限償還：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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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內 95,131 75,424
  

一年以上兩年以內 – 8,532

二年以上五年以內 – –
  

 – 8,532
  

 95,131 83,956
  

本集團所有銀行貸款協議受到契約履行，主要都是一些在日常金融機構出現的貸款安排所限。如本
集團違反有關契約，已取用的貸款需按要求償還。本集團定期監察其遵守契諾情況。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沒有違反任何貸款契約（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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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股本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每股面值  每股面值
  0.01港元的 金額 0.01港元的 金額
 附註 普通股數目 千港元 普通股數目 千港元

法定：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1,000,000,000 10,000 1,000,000,000 1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期╱年初  205,994,675 2,060 200,000,000 2,000

根據購股權計劃發行股份(i)  – – 5,994,675 60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ii) 17 36,404,000 364 – –
     

期╱年末  242,398,675 2,424 205,994,675 2,060
     

附註：

(i) 根據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計劃已發行的股份於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六日，已行使購股權以
認購本公司普通股5,994,675股，代價為6,382,530港元，其中59,947港元已撥入股本，合共
8,488,962港元已撥入股份溢價賬。2,166,379港元已於購股權獲行使時由購股權儲備轉撥往
股份溢價賬。

(ii) 根據本集團與一獨立賣方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訌立之買賣協議，本公司已發行
36,404,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股份，作為收購Astromax Investment Limited之代價，該
36,404,000股乃於收購事項完成時以收購日期之收市價1.60港元發行（附註17）。

該等股份持有人有權收取不時宣派的股息及有權在本公司大會上就每股投一票。所有股份與本公司
的餘下資產享有同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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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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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下列項目已訂約，未撥備：
 －建造廠房 32,151 72,718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 308 1,451
  

 32,459 74,169
  

就下列項目已獲批准，未訂約：
 －建造廠房 7,306 8,906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 23,689 23,151
  

 30,995 32,057
  

17 業務合併
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五日，本集團透過收購深圳歐羅家具有限公司（「歐羅」）之最終控股公司Astromax 

Investment Limited（「Astromax」）之60%已發行股份(Astromax透過歐羅之直接控股公司City Leading 

Limited持有歐羅全部股權）收購歐羅60%股權（統稱「目標集團」）。

Astromax乃一家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二日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主要業務乃投資控股，
而於收購日期，其主要資產乃於City Leading Limited（「City Leading」）之全部股權。City Leading

乃持有歐羅全部股權之投資控股公司。除組成目標集團架構之投資控股活動外，Astromax及City 

Leading均無開展任何商業活動，故未有任何營業額記錄。

歐羅乃一家於二零零五年十月十二日於中國成立之外商獨資企業，主要在從事梳化之製造及作外銷
與內銷。

收購事項將對本集團有利。歐羅已建立之銷售網絡及客戶基礎可加強銷售網絡及引入新收入來源，
並將能使本集團取得沙發產品之供應及搞好質量控制，與本身之木製家具產品互補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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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決定以非控股權益分佔目標集團可辨識淨資產之權益比例計算於目標集團之非控股權益。

於收購日期，目標集團之被收購可辨識資產及負債之公允值如下：

 於收購所確認之公允值
 （未經審核）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3,811

存貨 8,616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13,88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122

可退回稅項 135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8,354)
 

可辨識淨資產總額（按公允值） 10,211

非控權股益 (4,084)

商譽 52,119
 

以發行股份之方式支付（附註15） 58,246
 

52,119,000港元商譽乃產自多項因素，例如銷售網絡及業內訣竅、其他重要元素包括藉著合併熟手
勞動力、產品互補及規模經濟預期所帶來的協同效益。

所確認之商譽預期不能作扣減利得稅之用途。

目標集團之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之公允值為13,881,000港元，包括公允值為10,974,000港元之貿易
應收賬款。到期之貿易應收賬款合約毛額為11,166,000港元，其中192,000港元預期為無法收回。

以下文所述或然代價為準，收購事項應付之總代價將為58,246,400港元（「代價」），並以發行及配發
36,404,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本公司普通股之方式支付。該36,404,000股乃於收購事項完成時以
收購日期之收市價1.60港元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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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方已向買方（本集團成員公司）承諾，歐羅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歐羅按中
國普遍接納會計準則所編製除稅及非經常性項目後之經審核純利（「純利」）將不少於12,000,000港元。
如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純利有任何短欠，代價須下調相當於短欠額1.5倍
之金額。倘純利為負數，代價須下調相當於18,000,000港元及該負數絕對值之金額。調整金額須於
買方所指定歐羅之核數師向賣方出具核證純利之證明後7個營業日內由賣方以本票方式支付予買方。
於該等財務報表日期，預期代價不會有進一步重大變動。

由於所有收購相關成本均由賣方承擔，故未有在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收入表內扣除
收購相關成本。

與收購目標集團有關之現金流量分析如下：

 千港元

現金代價 –

所收購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122
 

計入投資活動現金流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流入淨額 2,122
 

自收購以來，目標集團已為本集團貢獻營業額14,597,000港元及純利1,596,000港元。倘若收購於
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發生，則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半年之綜合收入及綜合虧損應分別為
39,435,000港元及3,245,000港元。

18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及本公司概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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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重大關連人士交易
主要管理人員薪酬：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薪金及其他短期福利 2,779 2,737

離職後福利 34 34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 917 390
  

 3,730 3,161
  

20 報告期後事件
於本報告日期，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以後概無重大影響本集團及本公司的經營及財務表現的重
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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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以中國國內市場發展作為其核心策略，致力將其中國內銷網絡拓展至
第三及四線城市。因此，縱使中國政府推行宏觀經濟緊縮措施以及中國通脹問題導致營商環
境欠佳，本集團仍可享有業務增長。

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收購Astromax Investment Limited之60%股權及其全資附屬公司深圳
歐羅家具有限公司（「歐羅」）。歐羅乃梳化製造商，其已建立之銷售網絡及客戶基礎可加強
銷售網絡及引入新收入來源，並將能使本集團取得沙發產品之供應及搞好質量控制，與本身
之木製家具產品互補優勢。

深圳新生產廠房第二期的發展
本集團位於深圳的新生產廠房已於二零一零年度開始全面營運。為把握高價位古典家具的
龐大市場潛力，本集團已作好準備，於二零一零年為深圳新生產廠房第二期工程奠基。新生
產廠房將配備先進機器及設備以生產高價位古典家具，此舉將會增加本集團的最高年產能
以應付未來數年的需求。

財務回顧
營業額
本集團營業額自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212,900,000港元增長約8.9%至截
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31,900,000港元。於期內營業額增加主要由於內銷及外
銷分別增加約9,000,000港元及10,000,000港元。期內內銷增加因本集團將銷售網絡擴展至
三四線城市，而外銷增加主要因為本集團新收購梳化業務所貢獻。

毛利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的毛利率增長3.5個百分點至25.9%（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2.4%）。主要原材料（如中密度纖維板、金屬製品、塗料及棉料）的價格及運輸成本與二零
一零年同期相比普遍上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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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繼續致力產品設計及開發。經改進的產品組合繼續在溢利增長上扮演主要角色，令本
集團在直接材料及勞工的上升成本中，緩減對毛利率的負面影響。

營銷及分銷開支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銷售及分銷開支約為25,100,000港元，而截至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銷售及分銷開支則約為18,200,000港元。銷售及分銷開支
增加乃因宣傳成本的遞增及與營業額的增幅相符的開支增加所致。

行政開支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行政開支約為17,700,000港元，而截至二零
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為13,500,000港元，即增加約31.1%。此等增加主要因為員工
成本增加及其他成本的普遍增加。

純利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本集團純利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3,000,000港元
激增約74.6%至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22,700,000港元，純利率由6.3%升至
10.1%。

前景
展望本財政年度下半年，全球經濟預期受多項不明朗因素影響。本集團經營所在地中國充滿
挑戰，計有中國政府推行多項宏觀經濟緊縮措施以冷卻房地產市場、原材料成本及勞工成本
上漲以及人民幣升值等，拖累經營環境。

本集團計劃在分銷網絡擴展方面開拓機會，以繼續鞏固其在中高價位住宅家具市場的地位。
為提高競爭優勢，本集團將繼續積極參與各類國際家具展覽會及市場推廣活動，並提升設計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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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所有的資金及庫存活動均由高級管理層管理及監控。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
團持有的現金及銀行結餘為83,4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31,700,000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行借款為95,1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84,000,000港元）。於同日，資產負債比率（總債務╱權益總額）為0.65（二零一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0.72)。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流動比率（流動資產╱ 流動負債）為1.3倍（二零一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1.4)，及流動資產淨值為62,6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90,600,000港元）。

外幣風險
本集團主要因銷售及採購以相關業務的功能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而面臨外幣風險。本集團
並無因貿易目的或出於對沖外匯匯率波動而擁有或發行任何金融衍生工具。然而，管理層會
持續監控外匯風險，並於需要時考慮對沖重大外匯風險。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行融資以下列各項作為擔保：(i)一幅位於深圳龍崗的
土地的法定押記；(ii)於深圳龍崗的廠房物業的按揭；及(iii)本公司及本公司的一間附屬公司
提供的公司擔保。

僱員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約1,790名僱員（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約1,650名）。
總僱員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為39,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34,400,000港元）。
本公司每年檢討薪金，而酌情花紅乃參考個人表現評估、通貨膨脹及當前市況後每年支付。
可提供予合資格僱員的其他福利包括僱員購股權、退休福利及醫療保險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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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定期在職培訓外，本集團亦安排專業人士向僱員提供培訓，以確保彼等可獲得最新的相關
工作知識及提升工作質素。

中期股息
董事會宣派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每股2.30港仙（二零一零年六月
三十日：1.70港仙）。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七日左右向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一日營業
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登記冊的股東派發。

暫停辦理股東名冊登記
本公司將自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日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一日（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東名
冊登記，於該期間將不會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資格接納中期股息，所有己填妥的
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最遲須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九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
之香港證券登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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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號合和中心
17樓1712-1716室。

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按香港
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涵義）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
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登記於該條所指的登記冊內的權益及淡倉，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及╱或根據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列的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
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規定彼等被當作或被視為擁有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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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每股面值0.01港元股份（「該等股份」）的好倉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的
董事╱主要行政人員姓名 權益性質 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宋啟慶先生（附註1） 公司權益 18,280,155 7.54%

張港璋先生（附註2） 公司權益 18,280,155 7.54%

附註：

1. 該等股份由King Right Holdings Limited（「King Right」）持有，King Right為一間由宋啟慶先生實益全
資擁有的公司，而宋啟慶先生亦為King Right的唯一董事。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宋啟慶先生被視
作於King Right擁有權益的同一批股份中擁有權益。

2. 該等股份由United Sino Limited（「United Sino」）持有，United Sino為一間由張港璋先生實益全資擁
有的公司，而張港璋先生亦為United Sino的唯一董事。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張港璋先生被視作於
United Sino擁有權益的同一批股份中擁有權益。

於相關股份的好倉
詳情載於下文「購股權計劃」一節。

除以上及下文「購股權計劃」一節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概無本公司董事
或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涵義）的股份、相關股
份及債券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登記於該條所指的登記冊內的權益及淡倉
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或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任何權益
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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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下列人士（並非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於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336條存置的登記冊所記錄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或淡倉：

每股面值0.01港元股份的好倉
   持股概約
名稱 身份 股份數目 百分比% 附註
 
Triple Express Enterprises 實益擁有人 67,964,104 28.04 1
 Limited （「Triple Express」）
方勳先生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67,964,104 28.04 1
Fang Chang Rose Jean女士 家族權益 67,964,104 28.04 1
Top Prospect International 實益擁有人 36,404,000 15.02 2
 Limited（「Top Prospect」）
Yuan Han Xiang先生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36,404,000 15.02 2
King Right Holdings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18,280,155 7.54 3
 （「King Right」）
Wong Wai King女士 家族權益 18,280,155 7.54 3
United Sino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18,280,155 7.54 4
 （「United Sino」）
Li Xin女士 家族權益 18,280,155 7.54 4
Golden Sunday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18,280,155 7.54 5
 （「Golden Sunday」）
陳國堅先生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18,280,155 7.54 5
Ho Fung Ying女士 家族權益 18,280,155 7.54 5
Top Right Trading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17,195,431 7.09 6
 （「Top Right」）
黃偉業先生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17,195,431 7.09 6
葉建群女士 家族權益 17,195,431 7.0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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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Triple Express為一家由方勳先生實益全資擁有的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方勳先生被視作於
Triple Express擁有權益的同一批股份中擁有權益。Fang Chang Rose Jean女士為方勳先生的配偶及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作於方勳先生擁有權益的同一批股份中擁有權益。

2. Top Prospect為一家由Yuan Han Xiang先生實益全資擁有的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Yuan Han 

Xiang先生被視為於Top Prospect擁有權益的同一批股份中擁有權益。

3. King Right為一家由宋啟慶先生實益全資擁有的公司，宋啟慶先生亦為King Right的唯一董事。
Wong Wai King女士為宋啟慶先生的配偶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作於宋啟慶先生擁有權益的同
一批股份中擁有權益。

4. United Sino為一家由張港璋先生實益全資擁有的公司，張港璋先生亦為United Sino的唯一董事。Li 

Xin女士為張港璋先生的配偶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作於張先生擁有權益的同一批股份中擁有
權益。

5. Golden Sunday為一家由陳國堅先生實益全資擁有的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陳國堅先生被視
作於Golden Sunday擁有權益的同一批股份中擁有權益。Ho Fung Ying女士為陳國堅先生的配偶及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作於陳先生擁有權益的同一批股份中擁有權益。

6. Top Right為一家由黃偉業先生實益全資擁有的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黃偉業先生被視作於
Top Right擁有權益的同一批股份中擁有權益。葉建群女士為黃偉業先生的配偶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被視作於黃先生擁有權益的同一批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以上所披露者外，就本公司所知悉，概無任何人士（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於
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條文須向本公司作出
披露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登記於本公司存置之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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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計劃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九日藉股東書面決議案採納的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若干董事及僱員獲授購股權，以按每股1.0647港元的行使價認購股份。根據首次公開
招股前購股權計劃的購股權計劃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變動詳情如下：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一年
  一月一日根據  六月三十日根據
  首次公開招股前 

購股權數目
 首次公開招股前

  購股權計劃授出  購股權計劃授出
姓名 授出日期 的未行使購股 於期內授出 於期內行使 於期內失效 的未行使購股權 行使期間

本公司董事
宋啟慶先生 二零零九年 1,498,670 – – – 1,498,670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至
 五月二十九日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張港璋先生 二零零九年 1,498,670 – – – 1,498,670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至
 五月二十九日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孫堅先生 二零零九年 374,667 – – – 374,667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至
 五月二十九日      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九日
  187,334 – – – 187,334 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日至
       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九日
  187,334 – – – 187,334 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日至
       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九日

其他僱員
合共 二零零九年 3,746,675 – – – 3,746,675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至
 五月二十九日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374,667 – – – 374,667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至
       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九日
  374,668 – – – 374,668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至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374,667 – – – 374,667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至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187,334 – – – 187,334 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日至
       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九日
  187,334 – – – 187,334 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日至
       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九日
      

總計  8,992,020 – – – 8,992,020
      

附註： 由於股份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在聯交所首次上市，故無法提供授出日期前的收市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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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亦於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九日藉股東書面決議案採納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旨在
使本公司可向本公司及╱ 或其任何附屬公司的全職或兼職僱員、董事、顧問、經銷商、承包
商、供應商、服務提供商、代理、客戶及業務夥伴（「合資格參與者」）授出購股權，作為彼等
對本集團發展作出貢獻的鼓勵或回報，並可更靈活給予合資格參與者獎勵、酬金、報酬及╱
或利益。根據購股權計劃的購股權計劃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變動詳情如下：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一年
 一月一日根據  

購股權數目
 六月三十日根據

 購股權計劃授出   購股權計劃授出
姓名 的未行使購股權 授出日期 於期內授出 於期內行使 於期內失效 的未行使購股權 行使期間

本公司董事
宋啟慶先生 – 二零一一年 750,000 – – 750,000 二零一二年五月五日至
  五月五日#     二零一四年五月四日
 – 二零一一年 750,000 – – 750,000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至
  五月五日#     二零一四年五月四日
張港璋先生 – 二零一一年 750,000 – – 750,000 二零一二年五月五日至
  五月五日#     二零一四年五月四日
 – 二零一一年 750,000 – – 750,000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至
  五月五日#     二零一四年五月四日
孫堅先生 150,000 二零一零年 – – – 150,000 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三日至
  四月二十三日*     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150,000 二零一零年 – – – 150,000 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至
  四月二十三日*     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邵漢青女士 150,000 二零一零年 – – – 150,000 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三日至
  四月二十三日*     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150,000 二零一零年 – – – 150,000 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至
  四月二十三日*     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江興琪先生 150,000 二零一零年 – – – 150,000 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三日至
  四月二十三日*     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150,000 二零一零年 – – – 150,000 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至
  四月二十二日*     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其他僱員
合共 5,550,000 二零一零年 – – – 5,550,000 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三日至
  四月二十三日*     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5,550,000 二零一零年 – – – 5,550,000 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至
  四月二十三日*     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 二零一一年 500,000 – – 500,000 二零一二年五月五日至
  五月五日#     二零一四年五月四日
 – 二零一一年 500,000 – – 500,000 二零一三年五月五日至
  五月五日#     二零一四年五月四日
      

總計 12,000,000  4,000,000 – – 16,000,000
      

附註：

* 上文所述根據購股權計劃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二日所授出購股權的行使價為每股股份1.422港元。
於緊接該等購股權授出日期前股份的收市價為每股1.39港元。

# 上文所述根據購股權計劃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五日所授出購股權的行使價為每股股份1.80港元。於緊
接該等購股權授出日期前股份的收市價為每股1.6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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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董事認同在本集團的管理架構及內部監控程式引進良好的企業管治元素非常重要，以致達
致有效問責。董事一直遵守維護股東權益的良好企業管治準則，致力制訂並落實最佳常規。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
附錄14所載之大部份守則條文，惟下文所述守則的守則條文第A.2.1條有所偏離除外。

守則條文第A.2.1條
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予區分，不應由同一人兼任。宋啟慶先生
為本公司的主席兼首席執行官。董事會認為由同一人擔任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位能為本集
團提供強勢及貫徹之領導，方便策劃及推行長期商業策略。

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中的「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規則」（「標準守則」）
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規定準則。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且全體董事已確認
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標準及有關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準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九日成立備有書面職權範圍的審核委員會，該書面職權範圍符
合守則的守則條文。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審閱及監督本集團的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控
制系統。審核委員會現時擁有三名成員，包括江興琪先生（主席）、孫堅先生及邵漢青女士（均
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
期財務報表及中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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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九日成立備有書面職權範圍的薪酬委員會，該書面職權範圍
符合守則的守則條文。薪酬委員會將就（其中包括）本集團全體董事及高級管理層薪酬的本
公司政策及架構向董事會作出推薦意見，董事會亦授權薪酬委員會代表董事會釐定本集團
全體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的特定薪酬組合。薪酬委員會共有三名成員，即孫堅先生（主席）、邵
漢青女士及江興琪先生（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九日成立擁有書面職權範圍的提名委員會，該職權範圍符合
守則第A.4.5段。提名委員會將就董事的委任及繼任計劃向董事會作出建議。提名委員會共
有五名成員，即邵漢青女士（主席）、宋啟慶先生、張港璋先生、孫堅先生及江興琪先生。

經審核委員會審閱
中期報告所載之會計資料尚未審核但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刊發未審核中期業績
本公司二零一一年中期報告將於聯交所網站w w w. h k e x . c o m . h k及本公司網站 

www.hingleehk.com.hk刊發。

致謝
本人謹此代表董事會，向本集團股東、客戶及業務夥伴作出之持續支持致以衷心的感謝，並
向本集團所有僱員為本集團的持續成功作出的貢獻及努力表示謝意。

承董事會命
興利（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首席執行官
宋啟慶
香港，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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