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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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就因本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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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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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
之經審核全年業績的進一步公告

茲提述慕容家居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日期
為2022年3月31日刊發有關本集團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未經審核全年
業績（「2021年未經審核業績」）的公告（「未經審核業績公告」），如本公司日期為
2022年4月4日的公告所澄清及補充。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未
經審核業績公告所界定者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宣佈，本公司核數師國衛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國衛」）已根據香港會
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核數準則（「香港核數準則」）完成審核
本集團截至 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2021年經審核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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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及經審核全年業績存在重大分歧

2021年經審核業績與2021年未經審核業績基本一致，惟下文載列之主要變動詳
情除外：

下文載列本集團於2021年12月31日的經審核綜合財務狀況表、本集團截至2021

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經審核與未經審核數
字之間的相關變動、有關該等變化的解釋性附註以及有關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的相應變動：

1.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

2021年 2021年 變動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審 核）（未經審 核）

收入 502,932 502,932 –

銷售成本 (a) (403,276) (400,506) (2,770)   

毛利 99,656 102,426 (2,770)

其他收入及收益 23,894 23,894 –

按攤銷成本入賬的金融資產的預
期信貸虧損撥備，淨額 (5,044) (5,044) –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 (4,846) (4,846) –

使用權資產減值虧損 (3,821) (3,821) –

銷售及分銷開支 (67,801) (67,801) –

行政開支 (112,686) (112,686) –

其他開支及虧損 (27,170) (27,170) –

融資成本 (22,468) (22,468) –   

除稅前虧損 (120,286) (117,516) (2,770)

所得稅開支 (3,116) (3,116) –   

年內虧損 (123,402) (120,632) (2,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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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2021年 變動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審 核）（未經審 核）

其他全面虧損：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財務報表的匯兌差額 (2,534) (2,534) –

已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出售附屬公司時重新分類累計
匯兌波動儲備 (1,978) (1,978) –   

年內其他全面虧損，扣除所得稅 (4,512) (4,512) –   

年內全面虧損總額 (127,914) (125,144) (2,770)
   

應佔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121,508) (118,738) (2,770)

非控股權益 (1,894) (1,894) –   

(123,402) (120,632) (2,770)
   

應佔全面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26,108) (123,338) (2,770)

非控股權益 (1,806) (1,806) –   

(127,914) (125,144) (2,770)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

虧損

基本（人民幣分） (13.15) (12.85) (0.3)
   

攤薄（人民幣分） (13.15) (12.85) (0.3)
   

附註：

(a) 存貨撇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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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1年12月31日

2021年 2021年 變動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審核） （未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68 1,068 –

使用權資產 7,641 7,641 –   

非流動資產總額 8,709 8,709 –   

流動資產

存貨 (a) 83,177 85,947 (2,770)

貿易應收款項 39,873 39,873 –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35,109 35,109 –

應收一名股東款項 322 322 –

應收關聯公司款項 179,502 179,502 –

已抵押存款 14,705 14,705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3,485 13,485 –   

流動資產總額 366,173 368,943 (2,770)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179,145 179,145 –

合約負債 9,858 9,858 –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43,320 43,320 –

應付關聯公司款項 27,734 27,734 –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 64,616 64,616 –

保修撥備 2,907 2,907 –

租賃負債 13,032 13,032 –

衍生金融工具 78 78 –

可換股貸款 69,977 69,977 –

應付所得稅 3,382 3,382 –   

流動負債總額 414,049 414,049 –   

流動負債淨值 (47,876) (45,106) (2,770)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39,167) (36,397) (2,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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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2021年 變動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審核） （未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34 34 –

租賃負債 11,970 11,970 –   

非流動負債總額 12,004 12,004 –   

負債淨值 (51,171) (48,401) (2,770)
   

權益

股本 6,914 6,914 –

儲備 (56,455) (53,685) (2,77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49,541) (46,771) (2,770)

非控股權益 (1,630) (1,630) –   

權益總額 (51,171) (48,401) (2,770)
   

附註：

(a) 存貨撇減

於審核過程中，本公司決定對陳舊或積壓存貨作出額外撇減2,770,000港元，乃屬適
當。與本公司存貨及資產總額規模相比，該金額影響不大。

如上所述，存貨撇減對以下方面產生了相應影響：(i)流動資產總額、流動負債淨額、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負債淨值、儲備、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及權益總額；及 (ii)

銷售成本、毛利、除稅前虧損、年內虧損、年內全面虧損總額、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
損、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全面虧損總額、及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
薄虧損。倘未經審計業績公告中涉及上述事項者，應與本公告一併閱讀，以上述經
審計數字代替其中的未經審計數字。

上述項目的變動亦引致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4、8及10的相應變動，其載列如下，所
作之變動按顏色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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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附註2 － 未經審核業績公告第6頁及第7頁所載編製基準經修正列示如下：

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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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就編製綜合財務報表而言，倘有關資料合理預期會影響主要使
用者作出的決定，則有關資料被視為重大。此外，綜合財務報表包括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規定的適用披露。

持續經營

該等綜合財務報表已按照適用於持續經營基準的原則編製。該等原則的適用性取決於本
集團是否持續經營，並能夠於可預見的未來繼續經營。本集團持續經營的能力取決於本
集團能否持續獲得充足的資金以及本集團於可預見的未來實現盈利經營的能力，而鑑
於本集團於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產生的虧損淨額約人民幣123,402,000元，所有該等
均取決於下述計劃及措施的最終成功結果，截至該日，本集團的流動負債超過其流動資
產，負債總額超過其資產總額分別約人民幣47,876,000元及人民幣51,171,000元而採取的措
施。於同日，本集團的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租賃負債及可換股貸款負債總額分別約為
人民幣 64,616,000元、人民幣 25,002,000元及人民幣 69,977,000元，而其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
為人民幣 13,485,000元。本集團於 2021年12月31日未償還本金約人民幣 69,977,000元的可換
股債券，於截至 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到期及應予償還。該等可換股貸款之未償還本金
及相關逾期利息合計約人民幣72,875,000元，於2021年12月31日尚未償還。

為改善流動資金狀況，提高本集團的持續經營能力，本公司董事制定了應對上述情況的
預案及措施，具體如下：

(i) 本集團正採取措施收緊成本控制，以取得來自經營的正向現金流量；

(ii) 本集團的兩家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向海寧市人民法院提出預重整申請，請求法院允
許該等兩家附屬公司製定預重整方案以解決其債務狀況；

(iii) 本集團正與其可換股貸款持有人和銀行進行磋商，就其借款進行重組及╱或再融
資，並獲得必要的融資以滿足本集團在不久將來的營運資金及財務需求；

(iv) 董事正考慮不同方法加強本公司的資本基礎，包括但不限於尋求新投資及業務機
遇。於2021年12月31日後，本公司已於 2022年2月25日與配售代理訂立配售協議。配
售代理已成功將合共200,000,000股配售股份配售至不少於六名承配人，配售價為每
股配售股份0.12港元。配售所得款項淨額約為23.71百萬港元，且配售已於2021年3月
23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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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本公司最終控股公司慕容資本有限公司表示其有意向本集團提供財務支持，以使
本集團能夠持續經營並於其負債到期時結清；

(vi) 本集團現正與其若干債務人重新磋商還款時間表及根據與彼等協定之還款時間表
努力要求其債務人償還貿易應收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應收關聯公司款項；及

(vii) 於2022年4月22日，本公司與一名潛在認購者（「潛在認購者」）訂立一項諒解備忘錄，
據此，潛在認購者擬認購而本公司擬配發及發行本公司1,300,000,000股新股份。認購
股份的指示性代價總額將為81,900,000港元，每股0.063港元。然而，截至綜合財務報
表獲批准日期，尚無法確定認購股份的完成情況。

經考慮上述及審閱本集團的現金流量預測後，董事認為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本集團截至
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屬適當。

上述計劃及措施的最終結果本質上屬不確定。倘若本集團上述計劃及措施未能取得成
效，則可能無法持續經營，並須作出調整，將其資產賬面價值撇減至彼等之可收回金額，
為可能產生的任何進一步負債作出撥備，並將非流動資產及負債分別歸類為流動資產及
負債。該等調整的影響並無反映於該等綜合財務報表中。

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於各報告期末按公允值計量的若干金融工具除
外，詳情於會計政策闡述。

歷史成本一般按交換貨品及服務所付代價的公允值計算。

該等財務報表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除另有指明外，所有數值均約整至最接近的千
位數（人民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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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註4 － 未經審核業績公告第 8至11頁所載分部資料經修正列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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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本集團按可呈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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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計

2021年 2020年 2021年 2020年 2021年 2020年 2021年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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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分部收入
外部銷售 216,304 183,671 286,628 422,692 – – 502,932 606,363

內部銷售 – – 106,739 103,046 (106,739) (103,046) – –        

216,304 183,671 393,367 525,738 (106,739) (103,046) 502,932 606,363
        

分部虧損 (27,583) (31,576) (82,755) (121,688) – (1,078) (110,338) (154,342)
      

利息收入 529 1,107

應收或然代價的 

公允值變動 – 9,411

衍生金融工具虧損 (78) –

修訂可換股貸款的 

收益 – 11,503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 8,250 57,761

未分配公司開支 (15,522) (11,002)

未分配融資成本 (3,127) (2,278)  

除稅前虧損 (120,286) (87,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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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虧損指各分部所產生虧損，而並無分配利息收入、應收或然代價的公允值變動、衍
生金融工具虧損、修訂可換股貸款收益、出售附屬公司收益、未分配公司開支及未分配
融資成本。此乃向董事會呈報資料的方式，以便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

分部間銷售按現行市場收費計算。

分部資產及負債

零售分部 生產分部 綜合

2021年 2020年 2021年 2020年 2021年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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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分部資產 48,067 114,632 294,912 554,890 342,979 669,522

未分配公司資產 31,903 7,330  

綜合資產 374,882 676,852
  

分部負債 37,241 54,386 304,202 459,944 341,443 514,330

未分配公司負債 84,610 85,779  

綜合負債 426,053 600,109
  

為監察分部表現及於各分部之間分配資源：

• 除未分配公司資產（主要包括若干應收關聯方款項、應收一名股東款項及其他未分
配公司資產）外，所有資產均分配至經營分部；及

• 除未分配公司負債（主要包括應付關聯公司款項、衍生金融工具、可換股貸款及其
他未分配公司負債）外，所有負債均分配至經營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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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分部資料

零售分部 生產分部 未分配 總計

2021年 2020年 2021年 2020年 2021年 2020年 2021年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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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添置使用權資產 – 30,596 4,637 – – – 4,637 30,596

添置物業、廠房及
設備 1,444 2,539 1,070 65,502 – – 2,514 68,041

物業、廠房及設備
折舊 1,765 3,002 965 5,218 – – 2,730 8,220

使用權資產折舊 8,138 26,941 844 4,721 – – 8,982 31,662

陳舊及積壓存貨 

（撥回）╱撥備 57 291 (38,454) 39,557 – – (38,397) 39,848

貿易應收款項預期
信貸虧損撥備╱
（撥備撥回）淨額 (345) 223 4,931 (11,031) – – 4,586 (10,808)

有關預付款項、 

按金及其他應收
款項的預期信貸
虧損（撥回）╱撥備
淨額 29 (41) (119) 140 (4) 4 (94) 103

應收關聯方款項的
預期信貸虧損撥
備淨額 – – 552 474 – – 552 474

物業、廠房及設備
減值虧損 80 1,489 4,766 11,465 – – 4,846 12,954

使用權資產減值 

虧損 – 8,350 3,821 9,734 – – 3,821 18,084

出售附屬公司的 

收益 – – – – (8,250) (57,761) (8,250) (57,761)

出售物業、廠房及
設備的虧損 1,080 – 86 15,677 – – 1,166 15,677

出售使用權資產的
虧損 – – – 5,086 – – – 5,086

融資成本 977 5,767 18,364 9,545 3,127 2,278 22,468 17,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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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註8 － 未經審核業績公告第 14頁所載除稅前虧損經修正列示如下：

本集團的除稅前虧損乃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審核） （經審核）

已售存貨成本 441,673 507,749

陳舊及積壓存貨（撥回）╱撥備 (38,397) 39,848  

銷售成本 403,276 547,597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730 8,220

使用權資產折舊 8,982 31,662

有關短期租賃開支 19,956 12,478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 4,846 12,954

使用權資產減值虧損 3,821 18,08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 1,166 15,677

出售使用權資產的虧損 – 5,086

核數師酬金：
審計及審計相關服務 1,304 1,415

非審計服務 204 248  

1,508 1,663  

僱員福利開支（不包括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 

酬金）：
薪金、工資及實物利益 63,443 51,950

退休計劃供款* 16,388 8,626  

79,831 60,576  

貿易應收款項預期信貸虧損撥備╱（撥回）淨額 4,586 (10,808)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的預期信貸 

虧損（撥回）╱撥備淨額 (94) 103

應收關聯公司款項的預期信貸虧損撥備淨額 552 474

產品保修額外撥備 2,908 3,268

修訂可換股貸款的收益 – (11,503)

衍生金融工具虧損 78 311

銷售原材料虧損** 24,093 –

匯兌虧損 456 8,254
  

* 於2021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無已沒收供款可供扣減其未來年度的退休計劃供款
（2020年：無）。

** 以上項目計入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的「其他開支及虧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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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附註10 － 未經審核業績公告第 16頁所載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
虧損經修正列示如下：

截至 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年度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虧
損約人民幣121,508,000元（2020年：約人民幣91,192,000元）以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
均數924,188,000股（扣除庫存股份後）（2020年：953,526,940股）計算。

截至 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由於本集團並無已發行潛在攤薄普通股，故並未就每股基
本虧損作出調整。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每股攤薄虧損金額乃透過調整發行在外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以假設轉換所有潛在攤薄普通股而計算。假設可換股貸款已轉換為普通股，而截至2020

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虧損已作出調整，以撇除可換股貸款之利息開支及修訂可換股貸款
之收益減稅務影響（如有）。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以下各項計算：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經審核）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的虧損（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虧損） (91,192)

可換股貸款利息 2,278

修訂可換股貸款的收益 (11,503)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虧損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100,417)
 

2020年
（經審核）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953,526,940

攤薄影響－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可換股貸款 49,985,193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003,51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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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述變動以及相應變動外，本集團載於未經審核業績公告截至2021年12

月31日止年度的全年業績維持不變。

核數師報告的摘錄

以下為摘錄自獨立核數師報告本集團截至 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全年財務
報表：

不發表意見

我們不就 貴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發表意見。由於本報告不發表意見之基準一
節所述事項乃屬重大，我們未能取得足夠恰當的審核憑證，為該等綜合財務報
表之審核意見提供基準。就所有其他方面而言，我們認為綜合財務報表已按照
公司條例的披露規定妥為編製。

不發表意見之基礎

有關持續經營基準的多項不確定因素

我們提請垂註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1，其中表明 貴集團於截至2021年12月31日
止年度產生的虧損淨額約人民幣123,402,000元，截至該日， 貴集團的流動負債
超過其流動資產，而負債總額超過其資產總額分別約人民幣47,876,000元及人民
幣51,171,000元。於同日， 貴集團的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租賃負債及可換股貸
款負債總額分別約為人民幣64,616,000元、人民幣25,002,000元及人民幣69,977,000

元，而其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人民幣13,485,000元。 貴集團於2021年12月31

日未償還本金約人民幣69,977,000元的可換股貸款，於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
度到期及應予償還。該等可換股貸款之未償還本金及相關逾期利息合計約人
民幣72,875,000元，於2021年12月31日及於本報告日期尚未償還。

上述因素，連同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1所述的其他事宜，均顯示存在重大不確定
因素，可能對 貴集團持續經營的能力產生重大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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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已採取若干計劃及措施以提升 貴集團的流動資金及財務狀況，其載於綜
合財務報表附註2.1。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其有效性取決於
此等措施的結果，而有關措施涉及多項不確定因素，包括 (i) 貴集團能否實行
其成本控制措施，以從業務取得正向現金流量；(ii) 貴集團是否成功制定重組
前計劃以解決債務狀況；(iii) 貴集團能否成功與可換股貸款持有人及銀行進
行磋商，以就該等借款進行重組及╱或再融資，並在不久將來獲得必要的信貸
融資，以滿足 貴集團營運資金及財務需求；(iv)董事是否成功地制定替代方案
以加強 貴公司的資本基礎，包括尋求新投資和商業機會；(v) 貴公司的最終
控股公司是否將向 貴集團提供財務支援，讓 貴集團持續經營並在到期時償
還 貴集團的負債；(vi) 貴集團是否成功與其若干債務人重新磋商還款時間表
及根據與彼等協定之還款時間表努力要求彼等償還貿易應收款項、其他應收
款項及應收關聯公司款項；及 (vii)本集團是否成功按照 貴公司日期為2022年4

月22日的公告所披露的日期為2022年4月22日的諒解備忘錄進行及完成潛在認
購者的股份認購（「可能認購股份」）。

由於管理層於其持續經營評估中並無就其未來行動的計劃及措施提供詳盡
分析，當中計及該等計劃及措施的結果的不確定性以及結果的變動將如何影
響 貴集團的未來現金流量，我們尚未取得充足合適的審計證據，致使我們信
納使用持續經營會計基準編製綜合財務報表的恰當性。

倘 貴集團無法持續經營，則須作出調整以將資產的賬面值撇減至其可收回金
額，以就可能產生的進一步負債計提撥備，並將非流動資產及非流動負債分別
重新分類為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該等調整的影響並未反映在該等綜合財務
報表中，且我們未能確定有關調整是否可能屬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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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及審核委員會有關持續經營不發表意見的看法

鑑於流動負債淨額狀況之情況，董事根據下列若干相關假設，對本集團由報告
期末起計不少於十二個月期間的現金流量預測進行詳細審閱：(i)本集團成功
採取措施收緊成本控制；(ii)本集團的兩家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能夠制定預重整
方案以解決其債務狀況；(iii)本集團成功與其可換股貸款持有人及銀行磋商，
就其借款進行重組及╱或再融資，並獲得必要的融資以滿足本集團在不久將來
的營運資金及財務需求；(iv)董事成功加強本公司的資本基礎，包括但不限於
尋求新投資及業務機遇；(v)本公司股東慕容資本有限公司向本集團提供財務
支持，以使本集團能夠持續經營並在負債到期時結清；(vi)本集團成功與其若
干債務人重新磋商還款時間表及根據與彼等協定之還款時間表努力要求其債
務人償還貿易應收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應收關聯公司款項；及 (vii)本公司成
功與潛在認購者進行及完成可能股份認購。經考慮上述假設，本公司董事認為
本集團從2021年12月31日起十二個月內將有足夠營運資金，履行其到期財務責
任。董事將繼續與銀行及其他金融界人士、金融機構及潛在有意投資者進行磋
商，以透過股權融資或債務融資獲取新資金，以改善本公司的財務狀況及╱或
流動資金，目的為消除對持續經營事項的強調。

於審核過程中，審核委員會與管理層已進行討論，期間管理層已呈列財務摘要
及傳達核數師所提出之關鍵審核事項。經考慮關鍵審核事項之情況及管理層
呈列之資料後，審核委員會同意管理層對有關財務報表之持續經營基準之判
斷。

審核委員會審閱全年業績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現時由五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成員為劉
海峰先生、禇國弟先生、吳偉霞女士、檀天紅先生及趙紅岩女士。審核委員會
已連同本公司管理層及本公司外聘核數師審閱本集團截至 2021年12月31日止
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集團所採納的會計準則及慣例）並就有關編製本
集團2021年全年業績的風險管理、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進行商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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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2021年經審核業績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彼等認為有關報表符合適用
會計準則、上市規則及其他法律規定，並已作出充分披露。

核數師的工作範圍

根據本公告上文所述的重新分類，本集團核數師國衛已將未經審核業績公告
所載本集團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綜合財
務狀況表、綜合權益變動表及相關附註所包含的數字與董事會於 2022年5月10

日批准的本集團經審核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載的金額核對。國衛就此進行的
工作並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核數準則、香港審閱聘用準則
或香港核證委聘準則所作的核證聘用，故此國衛並無對未經審核業績公告或
本進一步公告發表任何核證聲明。

刊發全年業績公告及年報

本全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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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報預期將於2022年5月15日或之前
寄發予本公司股東及刊載於本公司及聯交所網站。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未經審核業績公告所載所有其他資料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慕容家居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鄒格兵

香港，2022年5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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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董事為吳偉霞女士、檀天紅先生、趙紅岩女士、劉海峰先生及禇國弟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