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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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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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RRIS HOME HOLDINGS LIMITED
慕 容 家 居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575）

（前稱「Morris Holdings Limited慕容控股有限公司」）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 6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公告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6個月之財務摘要

•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6個月收入增加約29.4%至約人民幣274.9百萬元（2020

年：約人民幣212.5百萬元）

•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6個月毛利增加約397.6%至約人民幣82.6百萬元（2020

年：約人民幣16.6百萬元）

• 截至 2021年6月30日止 6個月本集團錄得虧損約人民幣 42.8百萬元（2020

年：約人民幣87.4百萬元）

•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6個月每股基本虧損為約人民幣 4.52分（2020年：約
人民幣8.96分）

•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6個月支付任何中期股息（2020年：
無）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慕容家居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公佈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 2021年6月30日止 6個月（「報告期間」）的未經審核簡明
綜合中期業績，連同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6個月（「比較日期」）比較數字。此截至
2021年6月30日止6個月的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未經審核，但已獲本公司審核
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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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6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21年 2020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4 274,881 212,461

銷售成本 (192,236) (195,816)  

毛利 82,645 16,645

其他收入及收益 9,805 39,896

按攤銷成本列賬的金融資產的預期信貸
虧損（撥備）╱撥回，淨額 (256) 6,192

銷售及分銷開支 (37,573) (51,889)

行政開支 (64,903) (84,473)

其他開支及虧損 (20,937) (1,494)

融資成本 (10,980) (13,345)  

除稅前虧損 5 (42,199) (88,468)

所得稅（開支）╱抵免 6 (636) 1,052  

期內虧損 (42,835) (87,416)  

其他全面虧損：
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財務報表的匯兌差額 (5,555) (1,185)

已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出售附屬公司時重新分類累計滙兌波動
儲備 (1,759) (1,185)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扣除所得稅 (7,314) (1,185)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50,149) (88,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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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21年 2020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以下人士應佔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41,780) (87,363)

非控股權益 (1,055) (53)  

(42,835) (87,416)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49,135) (88,562)

非控股權益 (1,014) (39)  

(50,149) (88,601)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7

基本（未經審核） 人民幣 (4.52)分 人民幣 (8.96)分
  

攤薄（未經審核） 人民幣 (4.52)分 人民幣 (9.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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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1年6月30日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6,749 32,316
使用權資產 11,345 23,449
遞延稅項資產 3,552 4,142  

非流動資產總額 21,646 59,907  

流動資產

存貨 169,969 171,229
貿易應收款項 9 82,528 140,380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85,946 106,284
應收一名股東款項 – 324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172,794 92,521
已抵押存款 47,474 70,23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4,260 35,969  

流動資產總額 812,971 616,945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10 248,343 265,237
合約負債 13,451 13,239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48,817 49,766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29,169 46,575
銀行及其他借款 166,162 94,734
保修撥備 1,648 3,124
租賃負債 15,137 17,259
衍生金融工具 347 313
可換股貸款 68,198 84,356
應付所得稅 2,982 3,749  

流動負債總額 594,254 578,352  

流動資產淨值 218,717 38,593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240,363 9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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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36 123
銀行及其他借款 199,200 –
租賃負債 14,533 21,634  

非流動負債總額 213,769 21,757  

資產淨值 26,594 76,743
  

權益

股本 11 6,914 6,914
儲備 20,518 69,65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27,432 76,567
非控股權益 (838) 176  

權益總額 26,594 76,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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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6個月

1. 編製基準

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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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16之披露規定及香港公司條
例編製。此等未經審核中期業績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規定之所有資料及披露事項，並應
與本集團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編製此未經審核中期業績所採納的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本集團截至 2020年12月31日
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亦包括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及香港普遍採納之會計原則及香港
公司條例所規定之披露事項編製，惟採納下述附註 2所披露之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除外。

除另有指明者外，此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而所有
數值均湊整至最接近的千位數（「人民幣千元」）。此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並未
經由本公司外聘核數師審核或審閱，但已獲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2.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

除採納自2021年1月1日起生效的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外，編製未經審核中期業績所
採用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遵循者
一致。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第2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2021年6月30日之後的Covid-19相關租金減免

該等修訂對本集團的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預期日後亦不會對本集團造成任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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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就資源分配及評估分部表現向董事會（即主要經營決策者）呈報的資料集中在所交付或提
供貨品或服務的類別。此亦為組織及管理本集團的基準。

具體而言，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劃分的可呈報分部如下：

a. 零售分部

b. 生產分部

分部收入及業績

下表載列本集團按可呈報及經營分部劃分的收入及業績分析：

零售分部 生產分部 分部間銷售對銷 合計

截至2021年

6月30日

止6個月

截至2020年
6月30日
止6個月

截至2021年

6月30日

止6個月

截至2020年
6月30日
止6個月

截至2021年

6月30日

止6個月

截至2020年
6月30日
止6個月

截至2021年

6月30日

止6個月

截至2020年
6月30日
止6個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分部收入
－外部銷售 109,007 86,879 165,874 125,582 – – 274,881 212,461

－內部銷售 – – 65,843 21,693 (65,843) (21,693) – –        

109,007 86,879 231,717 147,275 (65,843) (21,693) 274,881 212,461
        

分部虧損 (15,429) (21,103) (22,461) (79,139) – (20) (37,890) (100,262)
      

利息收入 324 675

應收或然代價的公允值變動 – 9,500

可換股貸款衍生部分的 

公允值變動 (33) –

可換股貸款重大修訂的收益 – 11,716

出售附屬公司的收益 8,451 –

未分配企業開支 (12,447) (8,408)

未分配融資成本 (604) (1,689)  

除稅前虧損 (42,199) (88,468)
  

分部虧損指各分部（產生的虧損）╱賺取的溢利，並無分配利息收入、可換股貸款衍生部
分的公允值變動、應收或然代價的公允值變動、可換股貸款重大修訂的收益、未分配企
業開支及未分配融資成本。此乃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向董事會呈報的方法。

分部間銷售按現行市價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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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資產及負債

零售分部 生產分部 綜合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12月31日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12月31日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分部資產 81,154 114,632 721,573 554,890 802,727 669,522

未分配企業資產 31,890 7,330  

綜合資產 834,617 676,852
  

分部負債 43,675 54,386 684,385 459,944 728,060 514,330

未分配企業負債 79,963 85,779  

綜合負債 808,023 600,109
  

就監控分部表現及分配分部間資源而言：

• 所有資產分配至經營分部，惟未分配企業資產（主要包括應收或然代價及其他未分
配企業資產）除外；及

• 所有負債分配至經營分部，惟未分配企業負債（主要包括應付一間關連公司款項、
應付一名股東款項、可換股貸款及其他未分配企業負債）除外。

其他分部資料

零售分部 生產分部 未分配 合計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6月30日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6月30日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6月30日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6月30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1,190 247 646 63,545 – – 1,836 63,792

添置使用權資產 – 6,096 – – – – – 6,096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848 1,589 495 2,670 – – 1,343 4,259

使用權資產折舊 4,680 19,978 – 2,461 – – 4,680 22,439

陳舊及積壓存貨（撥回）╱撥備 350 (106) (43,011) 1,869 – – (42,661) 1,763

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預
期信貸虧損撥備╱（撥回），
淨額 (242) (316) 501 (5,876) (3) – 256 (6,192)

融資成本 560 5,125 9,816 6,531 604 1,689 10,980 13,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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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資料

(a)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6月30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中華人民共和國（包括香港） 29,944 14,955

英國 76,894 22,777

美國 159,609 174,729

其他 8,434 –  

274,881 212,461
  

(b) 非流動資產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中華人民共和國（包括香港） 13,242 17,260

柬埔寨 – 32,233

美國 – –

英國 4,852 6,272  

18,094 55,765
  

以上非流動資產資料乃根據資產的位置呈列，不包括遞延稅項資產及應收或然代
價。

有關主要客戶的資料

相應年度佔本集團總收入10%以上的主要客戶（並不包括任何關聯方）的收入載列如
下：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客戶1 79,416 30,560

客戶2 48,036 不適用*

客戶3 31,155 不適用*

客戶4 30,732 21,817
  

* 來自客戶收入少於本集團總收入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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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客戶合約收入

收入指所銷售貨品扣除退貨、貿易折扣及增值稅撥備後的發票淨值。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於時間點確認：
生產及銷售沙發、沙發套及其他傢俱產品 274,547 212,461

佣金收入 334 –  

274,881 212,461
  

5. 除稅前虧損

本集團的除稅前虧損乃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已售存貨成本 234,897 194,053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343 4,259

使用權資產折舊 4,680 22,439

可換股貸款重大修訂的收益 – (11,716)

薪金、工資及實物利益 69,357 56,417

退休計劃供款 7,309 3,949

陳舊及積壓存貨（撥回）╱撥備 (42,661) 1,763

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預期信貸虧損 

撥備╱（撥回），淨額 256 (6,192)

產品保修撥回，淨額 (1,452) (966)

可換股貸款利息 604 1,689

租賃負債利息 801 5,462
  

6. 所得稅

根據香港兩級制利得稅率制度，合資格集團實體首2,000,000港元的溢利將按8.25%的稅率
徵稅，而超過 2,000,000港元的溢利則按 16.5%的稅率徵稅。不符合兩級制利得稅率制度資
格的集團實體的溢利將繼續按16.5%（2020年：16.5%）的固定稅率徵稅。

期內，中國附屬公司須按25%（2020年：25%）稅率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根據中國相關法
律及法規，於2018年11月30日符合高新技術企業（「高新技術企業」）資格的浙江慕容時尚家
居有限公司（「時尚家居」）及浙江阿波羅皮革製品有限公司（「阿波羅」），有權享有減免企
業所得稅稅率 15%。截至 2021年6月30日止期間，時尚家居及阿波羅已申請高新技術企業
資格，並有權享有減免稅率15%，直至2021年11月30日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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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減稅與就業法案，截至 2021年6月30日止期間的美國企業稅率為 21%。美國所得稅包
括 (a)就估計美國聯邦應課稅收入按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期間的固定稅率21%（2020年：固
定稅率21%）計算的聯邦所得稅及 (b)於兩個期間內就各州的估計州應課稅收入，按不同州
所得稅率計算的州所得稅。特定州份的應課稅收入（即州應課稅收入）按經作出州份稅項
調整（其後分配或按比例分派至各州）的聯邦應課稅收入（即按比例分派或特別分配至本
集團經營所在相關州份的應課稅收入百分比），根據先前年度的州報稅表提供的分配因
素而計算得出。

根據英國所得稅規則及規例，組成本集團的英國附屬公司於截至 2021年6月30日止期間
須按19%的稅率繳納英國企業所得稅。

根據柬埔寨相關法律及法規，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期間，柬埔寨附屬公司的稅率為20%。

其他地區之應課稅溢利之稅項乃根據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司法管轄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香港 46 –

即期－美國 – –

即期－其他 – 65

遞延稅項 590 (1,117)  

期內稅項開支╱（抵免） 636 (1,052)
  

7.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期間，每股基本虧損金額乃根據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
虧損人民幣 41,780,000元（2020年：人民幣 87,363,000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
924,188,000股（2020年：975,440,956股）計算。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6個月，每股攤薄盈利金額乃在假設所有具攤薄潛力普通股獲轉換
的情況下，透過調整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計算。可換股貸款乃假設已轉換為普通
股，而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6個月的虧損已作出調整，以撇除可換股貸款的利息開支（倘
有）（2020年：調整以撇除可換股貸款的利息開支及可換股貸款重大修訂的收益減稅務影
響（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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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以下各項計算：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就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的虧損（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期內虧損） (41,780) (87,363)

可換股貸款利息 604 1,689

可換股貸款重大修訂的收益 – (11,716)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虧損的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 (41,176) (97,390)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21年 2020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924,188,000 975,440,956

攤薄影響－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可換股貸款 44,591,312 49,985,192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968,779,312 1,025,426,148
  

8.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6個月宣派中期股息（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6個月：
無）。

9. 貿易應收款項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來自第三方的貿易應收款項 89,118 147,401

減：預期信貸虧損撥備 (6,590) (7,021)  

82,528 140,380
  

本集團與其客戶的貿易賬期以信貸為主。信貸期一般為一至兩個月，主要客戶的信貸期
延長至最多三至六個月。本集團一直嚴格控制其未收回應收款項，高級管理人員定期檢
查逾期結餘。本集團並無就其貿易應收款項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貿易應收款項為不計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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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間末，按發票日期和扣除撥備呈列的貿易應收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個月內 73,868 134,551

4至6個月 7,456 5,628

7至12個月 1,204 201  

82,528 140,380
  

10.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第三方的貿易款項 104,535 113,039

應付票據
－來自集團內部公司購買的應付票據 60,664 54,098

－來自第三方購買的應付票據 83,144 98,100  

248,343 265,237
  

於報告期間末，按發票日期呈列的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的賬齡分析如下：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1個月內 71,289 100,252

2至3個月 98,901 44,978

4至6個月 60,698 48,014

超過6個月 17,455 71,993  

248,343 265,237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為不計息。貿易應付款項通常於30至180日內結算，而應付票據
則於90至180日內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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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股本

2021年6月30日 2020年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千美元 等值 千美元 等值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法定：
10,000,000,000股每股面
值0.001美元的普通股 10,000 10,000

  

已發行及繳足：
1,000,000,000股每股面值

0.001美元的普通股 1,000 6,914 1,000 6,914
    

本公司於本期間的已發行股本變動如下：

已發行普通股

數目 已發行資本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於2020年12月31日及2021年6月30日 1,000,000,000 6,914
  

12. 報告期後事項

報告期末後，於 2021年7月，本公司收到潛在投資者的通知（「終止通知書」），宣稱其無意
按照諒解備忘錄所述的條款繼續進行可能認購事項，而根據諒解備忘錄擬進行的交易將
停止並不再繼續進行。在接獲終止通知書的同時，本公司收到日期為2021年7月8日的還
款通知（「還款通知」），要求償還營運資金貸款的未償還本金金額約為人民幣50,000,000元
加上利息。更多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21年7月9日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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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於報告期間，面對複雜而不利的貿易環境和COVID-19的廣泛影響，本集團繼續
拓展新市場，投資於產品設計及研究與開發，並建立及擴大銷售渠道。因此，
本集團的收入由比較期間的約人民幣 212.5百萬元增加至報告期間的約人民幣
274.9百萬元，增幅約為29.4%。期內虧損由比較期間的約人民幣87.4百萬元減少
約51.0%至報告期間的約人民幣 42.8百萬元。

於美國及英國的業務發展

由於中美貿易戰持續、全球供應鏈不穩定，加上COVID-19疫情導致全球運費高
企不下，本集團的美國業務面臨嚴峻的挑戰。不過，由於我們積極努力重建美
國業務，本集團在若干主要美國客戶上成功取得了增長。同時，在COVID-19疫情
嚴重影響下，本集團憑著勤奮工作和強大的執行力，延續了英國業務的增長。
在困難的營商環境中，本集團管理層設法通過鞏固與選定主要客戶的關係，應
對此等挑戰，並壯大批發業務。

於中國及香港的零售業務發展

截至2021年8月，本集團共有1間旗艦展廳、1間自營零售店、30間代理店及2間
網店，遍布中國內地不同省份。

於香港，本集團於中環、沙田、荃灣及西九龍設有 4間自營零售店，並於東九
龍、元朗、灣仔、荔枝角及荃灣設有 6個寄售點。本集團亦引入裝潢配套服務，
打造一條龍裝潢、家具擺設服務，為香港市場注入慕容的時尚家居設計意念。

我們對設計和客戶服務的承諾使我們的「Morrisofa」品牌形象不斷提升擴大了
客戶基礎和忠誠度。因此，本集團的零售業務於報告期間繼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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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6個月，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生產及銷售沙發、沙發套及
其他傢俱產品。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收入約為人民幣 274.9百萬元（2020年：約人民幣 212.5百萬
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 29.4%，主要由於隨著主要市場的COVID-19狀況穩定致
使經濟復甦，使銷售沙發、沙發套及其他傢俱產品產生的收入增加。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毛利約為人民幣82.6百萬元（2020年：約人民幣16.6百萬元），
較去年同期增加約397.6%，而毛利率由約7.8%上升至約30.0%。毛利率上升主要
由於來自英國及香港市場的貢獻增加，其毛利率較高，加上清倉銷售導致存貨
撥備撥回。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虧損淨額約為人民幣 42.8百萬元（2020年：約人民幣87.4百
萬元）。虧損淨額減少主要由於英國及香港市場的銷量增加。

本公司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6個月的每股普通股基本虧損約為人民幣4.52分
（2020年：約人民幣 8.96分），乃根據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約人
民幣42.8百萬元（2020年：約人民幣87.4百萬元）以及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6個月
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 924,188,000股（2020年6月30日：975,440,956股）計算。

銷售成本

本集團的銷售成本由截至 2020年 6月30日止6個月的約人民幣195.8百萬元減少
約1.8%至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6個月的約人民幣192.2百萬元，主要由於英國及
香港市場的高毛利率產品銷售增加，以及清倉銷售導致存貨撥備撥回。

其他收入及收益

本集團的其他收入及收益由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6個月的約人民幣39.9百萬元
減少至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6個月的約人民幣9.8百萬元。有關減幅主要由於應
收或然代價的公允值變動減少、可換股貸款重大變動的收益及匯兌收益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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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及分銷開支

本集團的銷售及分銷開支由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6個月的約人民幣51.9百萬元
減少約27.6%至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6個月的約人民幣37.6百萬元。該減幅主要
由於出售 Jennifer Convertibles Inc.後店舖開支減少。

行政開支

本集團的行政開支由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6個月的約人民幣84.5百萬元減少約
23.2%至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6個月的約人民幣64.9百萬元。該減幅主要由於期
內的一筆過關於土地發展的開支減少。

融資成本

本集團的融資成本由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6個月的約人民幣13.3百萬元減少約
17.3%至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6個月的約人民幣11.0百萬元。融資成本減少主要
由於租賃負債利息減少。

其他開支及虧損

本集團其他開支及虧損由截至 2020年6月30日止6個月的約人民幣1.5百萬元增
加至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6個月的約人民幣20.9百萬元，主要是由於賬齡長久
的原材料清倉銷售虧損。

所得稅（開支）╱抵免

本集團於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所得稅開支約為人民幣0.6百萬元，而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則為所得稅抵免約人民幣1.1百萬元。由所得稅抵
免轉為所得稅開支主要是由於本年度在香港獲得利潤及產生遞延稅項開支。

流動資金及資本來源

營運資金

於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主要以人民幣、英鎊、港元和美元計值的現金和銀行
結餘總額約人民幣101.7百萬元（2020年12月31日：人民幣106.2百萬元）。於2021

年6月30日和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流動比率（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分別
為1.37倍和1.07倍。鑒於本集團目前現金和銀行結餘的水平，以及我們由業務內
部產生的資金，董事會認為本集團應擁有足夠資源，滿足其業務的財務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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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及資產抵押

於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的計息銀行和其他借款約為人民幣365.4百萬元（2020

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94.734百萬元）。銀行貸款年利率介乎1.7%至6.5%之間（2020

年12月31日：介乎3.4%至6.5%之間）。

於2021年6月30日，約人民幣47.5百萬元（2020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70.2百萬元）
的受限制銀行結餘已用作銀行借款及應付票據的抵押。受限制銀行結餘減少
主要由於報告期間銀行要求的按金水平下降。

資產負債比率

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按年╱期末的總債務（包括應付一名股東款項、應付關
聯公司款項、租賃負債、可換股貸款及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除以權益總額計
算）從2020年12月31日的約345.5%增加至 2021年6月30日的約 1,851.5%，主要由於
2021年6月30日的計息銀行和其他借款增加所致。

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2021年6月30日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貿易應收款項

本集團於2021年6月30日的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減少至約人民幣82.5百萬
元（2020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140.4百萬元），主要由於我們於2021年第二季度向
客戶所作銷售較 2020年第四季度有所減少。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本集團於2021年6月30日的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減少至約人民幣248.3百萬
元（2020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265.2百萬元），主要由於與2020年第四季度相比，
2021年第二季度向本集團供應商採購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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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來自主要客戶的收入主要源自美國，而本集團的生產設施主要位於中國。因
此，大部分銷售額以美元計值，而本集團營運產生的成本一般以人民幣結算。
因此，倘美元兌人民幣的匯價發生波動，則可能會對本集團的財務業績產生不
利影響。截至 2021年6月30日止6個月，本集團業務或流動資金並無因匯率波動
而出現任何重大困難或受到重大影響。本集團以遠期外匯合約作對沖用途，於
2021年6月30日的未償還對沖工具約為人民幣 0.3百萬元（2020年12月31日：約人
民幣0.3百萬元）。本集團將繼續密切留意對其現有業務及未來新投資所引致的
匯率風險。

有關出售一間附屬公司全部股本的主要及關連交易

於2021年1月8日，本公司其中一間直接全資附屬公司慕容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賣方」）與本公司的關連人士慕容資本有限公司（「買方」）訂立股份購買協議，
據此，賣方同意出售，而買方同意收購美亞投資有限公司（「出售公司」）的全部
已發行股本，總代價為 5.513百萬美元（約人民幣 36百萬元）。此外，賣方與買方
協定，買方須將出售公司與出售集團的流動負債一併接收。該交易於2021年3

月9日完成。有關出售出售公司的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2021年1月8日
及2021年3月9日的公告及本公司日期為2021年2月18日的通函。

更改公司名稱

於2021年4月13日，本公司將其英文名稱由「Morris Holdings Limited」改為「Morris 

Home Holdings Limited」，並採納中文名稱「慕容家居控股有限公司」作為其雙重
外文名稱，以取代其前中文名稱「慕容控股有限公司」（「更改公司名稱」）。有關
更改公司名稱的更多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2021年2月24日、2021年4月1日及
2021年5月26日的公告以及本公司日期為2021年3月10日的通函。更改公司名稱
已於2021年5月13日向香港公司註冊處註冊登記。更改公司名稱生效後，本公司
的股票簡稱由「MORRIS HOLD」（英文）及「慕容控股」（中文）改為「MORRIS HOME」
（英文）及「慕容家居」（中文），於2021年6月1日上午九時正生效。本公司亦由2021

年6月1日起採用新公司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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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第13.17條作出披露

於2021年4月14日，本公司的控股股東，慕容資本有限公司（「慕容資本」）訂立兩
項股份押記（「股份押記」），同意以浙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浙商銀行」）嘉興海
寧支行為受益人，抵押本公司合共750,000,000股股份（佔已發行股本的75%），以
擔保浙江慕容時尚家居有限公司及浙江阿波羅皮革製品有限公司（統稱「借款
人」）貸款融資項下結欠浙商銀行及對其應負的還款責任，最高限額為人民幣
280百萬元。股份押記的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2021年5月26日之公告。

期後事項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 2021年6月16日的公告所披露，於 2021年6月15日（交易時段
後），本公司與潛在投資者訂立諒解備忘錄，據此，本公司擬發行（而潛在投資
者擬認購）認購股份。於 2021年6月 15日，潛在投資者已提供（及促使其聯屬實
體提供）短期營運資金貸款予本集團，總額為人民幣50,000,000元（「營運資金貸
款」），以本公司的公司擔保及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股權的股份押記作抵押。誠
如本公司日期為 2021年7月9日的公告所披露，於 2021年7月8日（交易時段後），
本公司收到潛在投資者的通知（「終止通知書」），宣稱其無意按照諒解備忘錄所
述的條款繼續進行可能認購事項，而根據諒解備忘錄擬進行的交易將停止並
不再繼續進行。在接獲終止通知書的同時，本公司收到日期為2021年7月8日的
還款通知（「還款通知」），要求償還營運資金貸款的未償還本金金額約為人民幣
50,000,000元加上利息。董事會認為，終止諒解備忘錄應該不會對本集團的財務
狀況及經營產生重大不利影響。

人力資源管理

優秀及全情投入的員工是本集團不可或缺的資產，有助本集團於競爭激烈的
市場中取得成功。本集團透過定期向員工提供全面培訓及企業文化教育，使員
工亦可獲得沙發生產行業的持續培訓及事業發展機會。此外，本集團向所有員
工提供符合業內慣例並具競爭力的薪酬組合及各項附加福利。本集團定期檢
討人力資源及薪酬政策，確保有關政策符合市場慣例及監管要求。於2021年6

月30日，本集團僱用1,295名員工（2020年12月31日：1,494名員工）。截至2021年6月
30日止6個月的薪金及相關成本總額（包括董事薪酬）約為人民幣69.4百萬元（截
至2020年6月30日止6個月：約人民幣 56.4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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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設立購股權計劃，讓本公司向合資格人士授出購股權作為其對本集團
作出貢獻的獎勵。購股權計劃於2016年12月10日獲本公司採納。自2017年1月上
市日期起，概無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任何購股權，於報告期間，概無購股權獲
授出、行使或註銷，且於 2021年6月30日及本公告日期，概無購股權尚未行使。

展望

開源節流

應對持續的COVID-19爆發，本集團採取開源、節流措施應對。開源方面，本集
團會積極降低對美國市場的依賴，憑藉本集團成熟高效的產能，專注拓展其他
海外市場的傢俱市場以及中國及香港地區的內銷。成本控制措施方面，管理層
會繼續優化人力資源，改善生產管理，以提高生產及營運效率、把COVID-19對
本集團的影響降低。

品牌戰略

本集團未來繼續一貫的策略，發展自主品牌、深耕零售渠道，精心打造以中端
市場為主、年輕、時尚的沙發及傢俱品牌。

在中國，本集團將會繼續參加國內大型傢俱展，推廣「慕容」品牌；並將在2021

年第四季度推出融合現代與傳統風格的全新系列的沙發和傢俱產品，深入發
展國內沙發傢俱市場。在香港，憑藉穩健的發展基礎，本集團將繼續滲透香港
市場，把「慕容」品牌紮根於香港。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除下文「限制性股份獎勵計劃」一段所披露者外，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6個月，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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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性股份獎勵計劃

董事會於2019年8月29日（「採納日期」）採納限制性股份獎勵計劃（「獎勵計劃」），作
為挽留及激勵僱員的獎勵，以有利於本集團持續運作及發展。於回顧期間內，
根據獎勵計劃規則及信託契據之條款，獎勵計劃的受託人以總代價約10,679,284

港元（包括交易成本）購入之方式，收購本公司75,812,000股股份，佔本公司於採
納日期約7.58%的已發行股本。

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本公司向所有董事及
相關員工進行具體查詢，查詢其於報告期間是否遵守標準守則，彼等均確認於
報告期間已全面遵守載列於標準守則中之要求準則及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
為守則。

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致力維持高水平的企業管治標準，以保障股東權益及提升企業價值及
問責性。本公司已採納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四的《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
則」）的守則條文（「守則條文」）及建議最佳常規（如適用）。除下述披露外，截至
2021年6月30日止6個月，本公司已應用及遵守守則條文的有關條文。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A.2.1，主席及行政總裁（「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所
區分，並不應由同一人兼任。本公司已委任鄒格兵先生為主席兼行政總裁。董
事會相信，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角色由同一人擔任將使本公司於制訂業務策略
及執行業務計劃時更敏捷、有效率及更具效益。董事會相信，由經驗豐富的優
秀人才組成的高級管理層及董事會進行營運足以達致平衡其權力與權限。董
事會現時由三名執行董事（包括鄒格兵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因此
其組成具有相當高的獨立性。然而，董事會仍將根據現況不時檢討董事會的架
構及組成，以保持本公司的高水平企業管治常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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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C.1.2規定，管理層應每月向董事會成員提供更新資料，
載列有關發行人的表現、狀況及前景的公正及易於理解的評估，內容足以讓董
事會全體及每一位董事履行彼等在上市規則第3.08條及第13章項下的職責。儘
管本公司管理層並無定期向董事會成員提供每月更新資料，惟管理層於適當
時候向董事會成員提供資料及更新資料。

審核委員會及審閱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於報告期間及直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
成，其中最少一名成員具備會計方面的認可專業資格及╱或於審核及會計方面
具備廣泛經驗。審核委員會現時的成員為劉海峰先生、禇國弟先生及錢俊先
生。審核委員會已連同本公司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6個月未
經審核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且認為其已符合適用會計準則、上市規則及法律
規定，並已作出充分披露。

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不就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6個月宣派任何中期股息（2020年：無）。

充足公眾持股量

根據本公司可取得的公開資料及就董事所知，董事確認本公司截至本公告日
期一直維持上市規則所規定本公司已發行股本25%以上的充足公眾持股量。

刊發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

本 未 經 審 核 中 期 業 績 公 告 將 於 聯 交 所 網 站 (www.hkexnews.hk)及 本 公 司 網 站
(www.morrishome.com.hk)刊載。本公司於報告期間之未經審核中期報告將於2021

年9月30日或之前適時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刊載於上述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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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

董事會謹此對管理團隊及員工的貢獻及盡忠職守致以衷心謝意，並感謝股東
及業務夥伴對本集團的鼎力支持。

承董事會命
慕容家居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鄒格兵

香港，2021年8月30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鄒格兵先生、沈志東先生及吳月明先生；而獨立非
執行董事為劉海峰先生、禇國弟先生及錢俊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