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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報告
概要
本報告是慕容家居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發佈的第六份環境、社會及管治（「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除非另有說

明，本報告應結合本公司的2021年年報第27至45頁的企業管治報告一併閱讀。本報告將刊登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聯交所」）網站及本公司網站。

編製依據
本報告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27所載《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環境、社會及管治指引」）編

製。

報告範圍和程度
本報告所引用的數據及資料源於本公司各項存檔、問卷、記錄、統計和研究。本報告所涵蓋的期間為2021年1月1日至

2021年12月31日（「報告期」），與本公司2021年年報涵蓋的財政年度一致。

本報告所載的政策文件、聲明和數據涵蓋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本報告的編製過程中遵循港交所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所載列重要性、量化、平衡及一致性等報告原則。

本報告亦呈列管理層在環境、社會及管治方面所設定並經本集團董事會審閱和批准的方針、策略、目的及目標。

聯繫方式
如對本報告及其內容有任何疑問或反饋意見，歡迎通過以下方式與我們聯繫：

• 地址：香港長沙灣荔枝角道838號勵豐中心708–709室

• 電話：+ 852 2106 3288

• 傳真：+ 852 2511 1613

• 電郵地址：investors@morrishome.com.hk

• 官方網站：http://www.morrishome.com.hk

本公司簡介
本公司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三大領先軟墊沙發生產商之一，通過綜合化的業務模式設計、生產及銷售各種沙

發、沙發套及其他傢俱產品。本公司自成立以來一直專注於生產高品質沙發及沙發套。憑藉清晰及富有前瞻性的企業

定位及策略計劃，本公司致力於成為國際市場上綜合型傢俱公司的領導者。目前，本公司生產的沙發及沙發套主要銷

往美利堅合眾國（「美國」）等海外市場，同時也透過直銷店在中國境內銷售其他傢俱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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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核心價值觀╱企業責任理念
本公司秉承可持續發展的理念，致力於為股東創造最大利潤的同時，兼顧環境、社會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利益，從而促

進各方權益人的和諧共榮。

根據國際金融公司的要求披露環境和社會績效
於2018年1月5日，本公司與國際金融公司（「國際金融公司」）已訂立一份可換股貸款協議（「可換股貸款協議」），據此，

國際金融公司同意借出，而本公司同意借入可換股貸款（「可換股貸款」）。作為發放可換股貸款的其中一項條件，本公

司與國際金融公司已訂立一份政策協議，據此，本公司將向國際金融公司作出若干契諾及承諾，其中包括實施有關本

集團將採取的特定社會及環保措施的行動計劃，並定期檢討有關本集團於開曼群島、中國、香港及英屬處女群島的現

有及未來營運、活動及設施的特定社會、環境及發展影響資料的年度監察報告（「年度監察報告」）。因此，為符合國際

金融公司的要求，有關中國設施和營運（「慕容中國」）的環境和社會（「環境和社會」）績效亦將於本報告第5節披露。

權益人識別和溝通
本公司致力於營造一個令股東滿意、員工喜愛及社會認同的優秀企業，促進包括公司股東及投資者、員工、供應商、

客戶及政府等權益人在內的和諧發展。在為各方權益人提供多種溝通管道的同時，本公司針對權益人關心的重點議題

積極及時地做出有效的響應與反饋，充分保障權益人的合法權益，並與之建立長久信賴的關係，共同推動各方權益人

的和諧共榮。

本公司亦廣泛參考同行業企業的可持續發展資訊披露內容，確定了本報告披露的環境及社會責任的重要議題，並圍繞

這些重點議題開展了環境及社會責任相關工作。於2021年，本公司舉辦了多個活動和會議，向權益人收集有關本公司

於環境、社會及管治方面的績效與方針的意見和反饋，從而優化本公司於環境、社會及管治方面的管理。在接下來的

2022年，本公司將會繼續評估權益人的重大關注議題，同時貫徹本公司的經營目標和戰略規劃，實現業務的可持續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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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人重大關注議題與回應

權益人 重大關注議題 主要溝通方式 響應與反饋
    

股東╱投資者 • 持續穩定的投資回報

• 及時的資訊披露

• 有關法律法規合規的營運

• 上市公司一般資訊披露

• 股東大會

• 電話會議╱見面會

• 媒體溝通機制

• 新聞發佈

• 電話╱電郵╱網站諮詢

• 投資者的實地考察

• 按上市規則規定發佈股東週

年大會通告和決議案

• 按時披露公司資訊

• 按上市規則規定刊發公佈和

定期報告

    
員工 • 培訓和職業發展空間

• 薪酬福利

• 健康保障及工作環境安全

• 直接溝通

• 績效考核

• 員工文娛活動

• 員工會議

• 安全管理

• 提供健康與安全的工作環境

• 建立公平的晉升機制

• 組織員工活動

    
供應商 • 規範的供應商管理及營運流

程

• 按時履行合同約定

• 企業聲譽

• 訂單╱合同執行

• 直接溝通

• 供應商管理制度

• 供應商檔案

• 按約履行合同

• 與供應商保持長期合作

• 及時支付貨款

• 確保原材料質量安全

• 齊全的供應商檔案    
客戶 • 健全的客戶服務流程

• 完善的資訊交流機制

• 穩定與安全的產品供應

• 訴求的及時回應

• 日常溝通

• 售後服務

• 客戶滿意度調查

• 客戶檔案

• 企業參觀╱走訪

• 加強質量管理

• 按約履行合同

• 為客戶提供營銷推廣支援

• 充分溝通

    
政府╱社區 • 合法的企業營運

• 貢獻社區發展

• 政府會議、拜訪及指引

• 政府項目

• 社會服務

• 嚴格遵守法律法規

• 加強安全管理

• 積極承擔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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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僱傭及勞工常規
員工是一個企業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石，本公司也一直深信人才是公司最重要的資產之一。本公司秉承這樣的人才

管治理念，以不斷完善的人力資源管理制度及人才成長機制，為員工提供多元化的職業發展方向，深度挖掘員工

潛能，幫助其實現工作價值及個人理想價值。

1.1 僱傭
本公司嚴格按照公司政策和制度展開招聘工作。在招聘新員工時不斷吸納不同背景、不同性格特徵的同事，致力

於構建多元化的工作團隊。本公司制定的《員工手冊》也對員工培訓、員工考核以及員工轉調和晉升作出了規定說

明。通過優化公司人員配置，為員工施展才華提供廣闊的平台，並為本公司創造和諧穩定的發展環境。本公司已

採納關鍵績效指標（「關鍵績效指標」）系統，以評估僱員的表現。表現良好者將獲得較高的薪酬調整作為獎勵，而

表現欠佳者則可能遭受告誡、薪酬扣減、降職，甚至解僱。截至2021年12月31日，本公司員工總人數為1,070人

（2020年：1,494人），男女比例均衡，男女佔比分別為63.0%（2020年：58.6%）和37.0%（2020年：41.4%）。於

報告期內，本集團員工流失率為28.6%（2020年：27.8%）。

為了確保本公司持續符合國際勞工標準和適用的勞動法規，本公司制定了《社會責任管理體系》來作為本公司在中

國、香港、美國和英國履行社會責任、維持良好的勞資關係、改善工作條件和持續提高員工工資福利待遇的政策

性手冊。該手冊適用於本公司涉及社會責任方面的所有活動，包括禁止童工和保護未成年工、禁止強迫勞動、禁

止歧視、禁止不當懲罰性措施、工作和休息時間、工資報酬和福利等多方面的員工關懷政策。本公司任命高級管

理層負責社會責任管理，定期安排內部審核和管理評審，以確保本公司經營活動始終符合國際勞工標準和中國、

香港、美國和英國的適用勞動法規。

本公司嚴格遵守國家相關僱傭法律法規，包括中國的《勞動法》、《勞動合同法》、《就業促進法》、《勞動爭議調解

仲裁法》及中國各地政府的其他勞動法律法規及香港法例第57章《僱傭條列》以及香港、美國和英國的其他勞動法

律法規。本公司堅決抵制任何形式的歧視行為，為所有應聘者和員工提供平等和公平的就業機會和工作環境。於

報告期內，本公司沒有收到任何形式的歧視事件的任何投訴（2020年：無）。

本公司亦按照《工資支付暫行規定》、《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職工帶薪年休假條例》為本公司中國員工繳納各項

法定社會保險、保障員工享受各項法定福利，同時嚴格執行國家工作時間和作息制度，為員工安排年休假、事

假、病假、婚假、產假等法定假日。本公司亦按照《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為香港員工提供退休保障，以及為美國和

英國員工提供所需退休福利。此外，依據本公司《員工手冊》，員工亦可享受住宿、餐補、績效獎金等福利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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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性別比例

僱傭指標

員工年齡層分佈

2021年

2020年
618
(41.4%)

876
(58.6%)

396
(37.0%)

674
(63.0%)

男員工 女員工

員工離職比例

0 20 40 60 80 100

2021年

2020年
1,494
(72.2%)

574
(27.8%)

1,070
(71.4%)

429
(28.6%)

離職員工 在職員工

員工類別比例

0 20 40 60 80 100

2021年

2020年
56
(3.8%)

1,437
(96.2%)

57
(5.3%)

1,013
(94.7%)

普通員工 管理層員工

50歲及以上

40–49歲

30–39歲

30歲以下
108

353

355

254

262

549

427

256

2021年 2020年

按性別劃分的流失率

0 20 40 60 80 100

2020年女

2021年女

2020年男

2021年男 674 (77.0%)

396 (63.5%)

201 (23.0%)

228 (36.5%)

876 (72.6%)

618 (71.7%)

330 (27.4%)

244 (28.3%)

離職員工在職員工

0 20 40 60 80 100 0 200 400 600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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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地域劃分的員工比例

僱傭指標

0 20 40 60 80 100

2021年

2020年
29
(2.0%)

1,421
(95.1%)

29
(2.7%)

30
(2.0%)

29
(2.7%)

8
(0.8%)

14
(0.9%)

1,004
(93.8%)

中國 香港

美國 英國

按地域劃分的流失率

2020年英國
2021年英國

2020年美國
2021年美國

2020年香港
2021年香港

2020年中國
2021年中國 1,004 (70.7%)

1,421 (72.1%)

29 (93.5%)
30 (69.8%)

8 (57.1%)
14 (70.0%)

29 (85.3%)
29 (87.9%)

離職員工在職員工

417 (29.3%)
550 (27.9%)

2 (6.5%)
13 (30.2%)

6 (42.9%)
6 (30.0%)

5 (14.7%)
4 (12.1%)

按年齡劃分的流失率

離職員工在職員工

0 20 40 60 80 100

0 20 40 60 80 100

2020年50歲及以上
2021年50歲及以上

2020年40–49歲
2021年40–49歲

2020年30–39歲
2021年30–39歲

2020年30歲以下
2021年30歲以下 108 (41.2%)

262 (59.0%)
154 (58.8%)
182 (41.0%)

353 (63.5%)
549 (72.6%)

203 (36.5%)
207 (27.4%)

355 (84.1%)
427 (76.9%)

67 (15.9%)
128 (23.1%)

254 (98.1%)
256 (81.8%)

5 (1.9%)
57 (18.2%)

上述所有僱傭指標均指本公司於中國、香港、美國和英國的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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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健康與安全
作為一家專注於沙發生產的上市公司，員工的職業健康和安全（「職業健康和安全」）一直是本公司的關注重點。在

員工健康方面，本公司嚴格遵守中國的《勞動法》、《職業健康安全管理體系》、《工傷認定辦法》、《工傷保險條例》

等法律法規相關要求以及香港、美國和英國的其他法律法規相關要求，並承諾為員工提供健康和安全衛生的工

作和生活條件。在安全生產方面，本公司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生產法》、《生產安全事故報告和調查處理條

例》、《浙江省安全生產條例》、《生產經營單位安全生產事故應急預案編製導則》、《企業職工傷亡事故分類》等適

用法律規定以及香港、美國和英國的其他適用法律法規制訂了《生產安全事故應急預案》，增強本公司應對和防範

安全生產事故的能力，最大限度地減少事故造成的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

此外，本公司實施了一系列健康管理措施為員工提供安全的工作環境以及保障員工避免職業性危害：

• 本公司人事部負責制訂和推廣安全衛生程序和制度，定期審核本公司安全衛生表現，提供安全衛生培訓，

確保本公司符合當地安全衛生法規，有效保障員工的生命健康安全。

• 本公司十分關注員工的身體健康狀況，每年安排員工進行體檢。同時為員工購買醫療保險，員工可按保險

條例向保險公司報銷醫療費用。

• 為加強對本公司涉及重大風險因素的營運活動的監督控制，並確保其符合本公司的政策、目標與指標的要

求，避免意外事故，實現健康和安全的持續改進，本公司於《社會責任管理體系》中制定了詳細的《安全與衛

生控制程序》，嚴格要求本公司對於安全衛生的營運活動的監督控制，並做好一切潛在健康與安全風險的應

急措施，最大限度為員工提供安全與健康的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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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內，本公司並無發生任何因工作關係的致命事故（2020年：無）。於報告期內在慕容中國發生的輕微非致

命傷害詳情如下：

本公司員工或

承包商員工 損失工作天總數 傷勢描述 意外原因

防止同類事件

再次發生的糾正措施
     

6名本公司員工

（2020年：10名

本公司員工）

12個工作天

（2020年：19個工作天）

主要為割傷和損傷 

以及交通事故

（受傷比率：1.1%）

無特定原因 提升員工健康及

安全培訓的水平

     

死亡事故和車輛事故
報告期內並無發生死亡事故和車輛事故（2020年：無）。

重大職業健康和安全事故
報告期內並無發生重大職業健康和安全事故（2020年：無）。

於報告期內，並無在社區健康和安全方面實施任何新舉措。本公司已於中國的廠房制定措施確保基礎設施和設備

安全、確保爆炸最小化和受控及盡量減少燃氣洩漏。倘發生事故，本公司會分析有關事件，並提出可能的解決方

案，防止事件再次發生。此外，本公司於2021年進行了一次火警演習，提升安全和事故應急管理的意識。

1.3 發展及培訓
建設完善的培訓體系不僅能夠幫助員工提升其整體實力、增強專業技能，而且也是企業提高核心競爭力的重要途

徑。目前，本公司所設立的員工發展及培訓課程主要有以下兩類：

• 入職培訓
新聘員工在加入本公司時，需接受入職培訓，使新聘員工瞭解本公司文化理念、規章制度及廠紀廠規等，

使其加快融入新崗位。本公司會針對擬任崗位的特點對新聘員工進行基礎知識及專業技能、程序規劃、工

作服務態度與文明禮貌用語的教育培訓工作。

• 在職培訓
本公司據業務需要不定期組織在崗員工參加公司內、外業務培訓，以便員工更瞭解本公司業務，從而更新

及提升員工履行工作職責的知識和技能。同時，本公司對特定崗位的人員亦會安排額外的安全培訓，例如

特種作業人員必須接受法定的培訓並獲得相應的操作證。

於2021年，本公司已為合共815名（2020年：967名）員工和合共98名（2020年：87名）高級技工提供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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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訓員工百分比

按性別 2021年 2020年
   

男員工 39% 52%   
女員工 61% 48%   

按類別 2021年 2020年
   

管理層員工 12% 9%   
普通員工 88% 91%   

每名員工的平均培訓時數

按性別 2021年 2020年
   

男員工 10.0 7.0   
女員工 8.0 35.0   

按類別 2021年 2020年
   

管理層員工 34.0 35.0   
普通員工 4.0 35.0   

為保證各類培訓課程的順利進行，本公司在《社會責任管理體系》內的《員工培訓程序》中對員工的發展與培訓做出

了明確要求，據其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員工培訓管理體系，提升培訓的效率與效果。本公司在明確員工的培訓需求

之後，每年年初由人事部制訂並實施年度培訓計劃，確保培訓課程落實到位，有效促進與員工之間的溝通與反

饋，全面提升本公司員工的綜合素質及專業技能水平。

1.4 勞工準則
本公司於《社會責任管理體系》中明確規定嚴禁僱用童工與強制勞工，並建立了嚴厲的懲罰措施。本公司亦會定期

監察僱傭相關資訊，以確保所有業務均不會僱用童工或強制勞工。本公司對於人員的招聘和錄用嚴格按照國家和

地方的有關規定執行，包括中國的《勞動法》、《未成年人保護法》、《禁止使用童工規定》及香港法例第57章《僱傭

條例》以及香港、美國和英國的其他勞動法律法規。任何違反有關童工或強制勞工的規則及法規的事件將立即停

止及修正，另外亦會進行調查，總結及匯報所發現違規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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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運慣例
2.1 供應鏈管理

作為中國生產沙發及沙發套的領先生產商之一，本公司深知供應鏈管理對於企業日常生產營運的重要性。本公司

主要供應商主要為多層板、海綿、鐵架、電機、沙發面料、沙發革等原材料及生產設備供應商。本公司在選擇供

應商時，除了要求廠家必須具備相關資質證件外，同時對其生產能力、產品質量、生產環境、人員素質等方面進

行綜合考核，從而確保原材料質量。本公司嚴格執行《採購控制程序》內的供應商篩選標準中的採購控制程序，並

會綜合考慮環境和社會風險因素，例如實木供應商需具備砍伐證，沙發革供應商須具備動物福利證書等。本公司

致力於與各方供應商保持長久的合作關係。在根據《採購控制程序》確立供應商之後，本公司會安排專責部門對供

應商的價格、質量及環境等方面進行嚴格的審核監控，未能符合本公司要求的供應商將會被撤銷供貨資格。目

前，為本公司供應原材料及生產設備的86家供應商（2020年：98家供應商）全部位於中國大陸地區。本公司於報告

期內已審核供應商的表現，篩選了86家質量良好的供應商（2020年：98家供應商），以保留於我們的供應商名單

內。

本公司首先會進行問卷調查，以查出供應商執行的控制措施，以識別潛在環境及社會風險。然後，本公司會定期

視察供應商，進行更多檢查。本公司亦會取得由第三方發出的環保證書和貨物質量報告，以確保供應商符合慕容

家居的環境及社會企業要求。

本公司設有供應商環境層面評級制度。有關部門對供應商進行審查後，針對各相關層面評分。平均得分60分以上

方可獲選為本公司供應商。

同時，本公司十分注重保護供應商的隱私和資訊安全。根據《採購控制程序》，本公司及時對供應商的資訊進行歸

檔保存，保障供應商的隱私安全和防止資訊洩露。此外，本公司針對有條件的供應商，實行無紙化電子訂單進行

交流，減少紙張的使用，最大限度地節約資源，保護社會環境。

2.2 產品責任
本公司秉承「品質產品，品味生活」的業務理念，通過《產品及服務品質控制程序》建立了健全的產品管理制度體

系，盡最大能力滿足顧客對產品服務的各項要求。本公司也積極配合監管部門的各項檢查，保證各項生產作業及

產品服務的合規性。本公司所生產的沙發及沙發套產品均嚴格執行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質量法》、《中華人

民共和國商標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等國家

法律法規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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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產方面，本公司設有專項的質量監控部門，嚴格把關生產的各個環節，從原材料的採購至半成品、成品產品

本公司都安排專職檢驗員，從而確保產品的質量。另外，本公司特制訂《產品標識、品質追蹤和產品召回控制程

序》，建立有效的產品追蹤機制，使得本公司生產的所有產品能夠追溯相關生產人員及原材料的進料批次等詳細

資訊，從而避免產品質量缺陷對客戶人身及╱或財產造成潛在威脅，並確保相關不合格產品的順利撤回及有效處

理。於報告期間，概無已售或已運送的產品因安全和健康理由而被撤回。

在客戶服務方面，本公司制訂了完善的《客戶投訴處理控制程序》，及時應對客戶投訴、退貨的相關事宜，滿足客

戶對產品質量及服務的各項要求，及時有效地與客戶溝通與處理各類問題。同時，本公司針對客戶投訴的具體資

訊，不斷完善內部管理與客戶服務模式，致力為客戶提供有質素的產品與服務。本公司是出口沙發及沙發套到美

國的最大生產商之一，所生產及出口的產品均達到美國對於生產材料的甲醛釋放標準和防火性能等標準要求。於

報告期間，本公司收到3宗與產品或服務相關的投訴，並提供了折扣及維修服務去應對有關投訴。

本公司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實施細則》、《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

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等法律法規要求註冊67項商標（2020年：67項商標）及118項專利（2020年：132項專

利）。本公司同時亦按照美國法律和香港法律要求分別註冊2項商標及10項商標（2020年：2項商標及5項商標）。

同時，本公司不斷完善廣告宣傳及產品標籤，為消費者提供高品質沙發，樹立良好的企業品牌形象。本公司的廣

告及標籤政策嚴格規管有關活動遵守有關美國、中國、香港和英國當地規則及法規的情況。

客戶個人資料保障及私隱政策
本公司明白個人資料私隱是客戶非常關注的問題，故本公司已實施嚴密的控制程序保障客戶的個人資料及私隱，

以取得客戶及權益人的信任。本公司要求所有員工對客戶個人資料和員工個人資料等所有內部資料保密。只有本

公司委任的特定人員方有權存取或管理保密資料。倘發現任何資料洩漏，本公司將展開調查，以查找資料洩漏的

源頭，防止進一步洩漏任何資料。

於報告期內，本公司並無出現因產品質量問題而召回產品的情況，亦無接獲任何重大投訴（2020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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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反貪污
本公司正在不斷完善各項內部指引和廉政行為準則，加強企業的道德誠信文化，將道德誠信與反貪污機制納入企

業管理體系當中。目前，本公司在嚴格遵守《刑法》、《刑法司法解釋》、《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

《關於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反洗錢法》等相關法律法規的同時，專門制訂了《反商

業賄賂承諾書》，制定防止商業賄賂的措施，確保本公司各個部門工作的獨立性，不受任何關係和部門領導的行

政干預，以及員工不因任何經濟利益而影響判斷的公正性。

本公司將不斷更新其與防止商業賄賂、洗黑錢、欺詐及勒索有關的法規。其亦將就此對本公司所有員工加強教

育，以禁止不同類型的商業不當行為。

本公司已委聘品質監察員追查、監察及調查措施的實施，以防止商業賄賂、洗黑錢、欺詐及勒索，識別及獲悉該

等不當行為，及時採取預防措施，研究及制定針對該等商業不當行為的策略及措施，並確保反腐措施在所有部門

及領導層之間得以實施。

本公司設有舉報機制和舉報熱線，鼓勵員工及有業務往來的企業檢舉揭發各類貪污行為，對發現存在的任何違紀

違規問題，進行及時制止或處理並通報情況，涉嫌犯罪的將移交給司法機關作進一步處理。

於報告期間，本公司向管理層級的員工及董事提供了4次合計7小時的培訓，以提高彼等對反貪污事宜的認知及知

識。

於報告期內，本公司並無接獲任何關於貪污、勒索、欺詐及洗黑錢的報告，亦無任何針對本集團或其員工提出的

貪污法律訴訟（2020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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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區投資
社區利益是本公司業務營運的重要考慮因素之一。本公司在履行已經制定的《社會責任管理體系》的基礎之上，積

極參與各類社區活動，展現企業核心價值的服務精神、融入社區關懷及社區參與的思維，竭力為社區發展作出貢

獻。

員工活動
作為一家沙發生產商，本公司擁有多元化的員工結構。本公司在尊重和保障每一位員工權益的同時，也致力於為

員工營造良好的工作環境和和諧的工作氛圍。通過組織關愛慰問、職工旅遊、職工運動會、拓展培訓等企業文化

活動，向員工展現種種關懷。同時充分挖掘各種勞工需求，通過不同形式的團隊活動，鍛煉了員工的意志力和團

隊協作能力，全面提升員工的綜合素質。

於2021年，本公司參與了以下主要活動：

• 關愛慰問活動：本公司關心社會，尤其是對社會建樹良多的老人家。於2021年10月15日，本公司委派專責

團隊向社區內的長者表示問候和關懷，並向彼等送上禮物。

• 員工旅遊：為了讓員工在繁忙的生活中有一個輕鬆的假期，本公司每年會組織員工旅遊，增進本公司不同

團體之間的凝聚力和友誼以及接受深刻的愛國主義教育。元宵節是中國文化中象徵團圓的傳統節日，本公

司到員工家中探訪，為員工送上湯圓，以表公司對員工關愛之情。

• 其他活動：為了加強員工的歸屬感並對共產黨表達感恩之情，我們於2021年7月1日舉辦了一個參觀活動，

以慶祝共產黨成立100周年。86名員工參加了這項慶祝活動。

志願服務活動
本公司積極參加社區志願服務活動，2021年度本公司參與了以下志願服務：

於2021年5月20日，本公司舉辦了志願清潔活動，共有20名僱員參與了這項歷時5小時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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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環境
本公司在營運過程中制訂了一系列管理政策，提升各種能源和資源的利用效率，以達到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

目的。本公司在營運過程中嚴格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中華人

民共和國大氣污染防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以及其他環境保護相關法律法規。此外，本

公司嚴格遵守各項相關制度要求，盡職盡責履行環境保護的承諾。

4.1 排放物
由於本公司主要從事沙發及沙發套生產工作，並向第三方供應商採購所需原材料，在生產過程中不會通過直接燃

燒或使用任何氣體燃料而產生大量排放物，且不會產生重大危險廢物。於2021年，本公司在營運過程當中產生的

無組織廢氣、污水及噪聲均符合《大氣污染物綜合排放標準》、《污水綜合排放標準》及《工廠企業廠界環境噪聲排

放標準》等國家標準規定，不會對環境造成重大影響。目前，本公司的排放物主要來自於自有車輛的廢氣排放，

故空氣排放並不重大。

本公司所經營業務不會直接產生大量溫室氣體排放。我們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主要來自於自有車輛排放以及本

公司日常營運消耗的電力、污水、紙張等間接能源。於報告期內，與電力購買相關的溫室氣體排放約為1.8千噸

（排放二氧化碳當量）（2020年：3.1千噸）。電力以外的間接排放輕微。於2021年，本公司嘗試透過以更高效的機

器取代舊機器，減少5%的排放，以減輕溫室氣體的排放。

溫室氣體排放 2021年 2020年
   

總溫室氣體排放（千噸） 1.8 3.1   
每名員工的總溫室氣體排放（千噸） 0.0017 0.0020   
直接排放（千噸） – –   
間接排放（千噸） 1.8 3.1   
購入電量（兆瓦時） 3,828.7 5,497.3   
排放系數（千克╱千瓦時） 0.47 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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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嚴格控制日常生產過程中的各類廢棄物排放，不斷完善本公司的環境監測能力。於生產過程中產生的污水

主要為僱員日常活動的生活污水。在污水處理方面，本公司所排放的污水全部交由當地公共污水處理廠進行處

理，2021年度全年累計處理污水約為143,762立方米（2020年：146,611立方米）。本公司在營運過程中產生的廢

紙和生活垃圾數量較少，且由清潔人員進行統一收集和處置，並交由海寧市環衛管理所統一處理，不會對環境造

成重大影響。本公司對在生產過程中產生的邊角木頭、布料、皮料等固體廢棄物進行統一回收再利用，充分節約

耗材成本，提升資源的利用率。於報告期內，本公司的非危險廢物（即邊角木頭、布料和皮料）的數量約為385噸

（2020年：680噸），上述廢物不會對環境造成任何重大影響。另外，本公司在生產開料環節使用木料粉塵處理裝

置，有效降低空氣中的粉塵濃度，減少廢氣排放，提高工作環境質量從而保障員工的身體健康。

4.2 資源使用
本公司積極降低能源和資源消耗量，大力倡導節能減排。本公司特制定《能源統計管理制度》，以科學方法有效地

對企業能源消耗情況進行調查統計工作，保證資源的合理利用。於2021年，本公司主要能源消耗情況如下：

能源消耗量 單位 2021年總消耗量 2020年總消耗量
    

總耗電量 兆瓦時 3,828.7 5,497.3
    

人均耗電量 兆瓦時╱人 3.58 3.68
    

不可再生燃料消耗量 公升 20,360.0* 28,667.0*
    

人均不可再生燃料消耗量 公升╱人 19.0* 19.2*
    

總耗水量 立方米 149,338 146,611
    

人均耗水量 立方米╱人 139.6 98.1
    

* 本公司的不可再生燃料主要是汽油和柴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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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1年，為了實現資源和能源的合理利用，本公司繼續使用太陽能電池板並安裝更多LED燈。2021年總耗電量

相應減少。本公司定期維修汽車，並鼓勵司機在停車期間關閉汽車引擎。為了減少汽油和柴油的使用，本公司亦

使用更多替代燃料汽車。因此，不可再生燃料消耗量低於上一年度。透過實行統計分析、統計監督的方式提高能

源使用效益。由於本公司的水資源來自於自來水供應公司，故本公司並無任何水資源問題。本公司通過張貼節水

提示以鼓勵員工減少水源浪費，並已指派員工定期檢查水管及水龍頭以確保不會因漏水而造成浪費。

本公司主要使用紙製品、塑膠製品以及碎海綿等材料作為產品的包裝材料。2021年各類包裝材料的使用量總共

約840噸（2020年：1,910噸），每座沙發約需4.3千克（2020年：4.4千克）的包裝材料，而每座沙發套約需0.5千克

（2020年：0.5千克）包裝材料。。本公司合理和有效地使用各類包裝材料，減少其對環境造成的影響。

4.3 環境及天然資源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在日常營運過程中始終貫徹保護環境及天然資源的原則，保證本公司的沙發生產等業務活動

不會對環境及天然資源造成重大影響。同時，本公司在進行營運決策時也會充分考慮其對環境及天然資源的潛在

影響，通過不斷完善的環境保護管理體系，減少本公司業務活動對環境及天然資源造成的潛在威脅。於2021年，

本公司的太陽能電池板發電量佔本公司總耗電量的16.8%以上（2020年：40%），而LED燈可以節省約300千瓦時

（2020年：1,200千瓦時）的耗電量。此外，本公司積極推行無紙化辦公，最大限度地降低營運活動對環境造成的

負面影響。

4.4 氣候變化
本公司主要生產傳統產品，如設計、製造及銷售種類繁多的沙發、沙發套及其他家具產品，而有關業務並不受氣

候變化影響。本公司認為重大氣候事宜並不會對業務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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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環境和社會績效年度監察報告
國際金融公司的可換股貸款協議要求本公司就其設施和營運的環境和社會績效編製全面的年度監察報告。年度監

察報告的報告範圍包括本公司於中國的營運符合國際金融公司的下列績效標準(PS)：

PS1：環境和社會風險及影響的評估和管理

PS2：勞動力和工作條件

PS3：資源效率和污染防治

PS4：社區健康、安全和防護

PS5：徵地和非自願移民

PS6：生物多樣性保護及生物資源可持續發展管理

PS7：原住民

PS8：文化遺產

下文包含了國際金融公司環境和社會績效報告的首選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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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A節：

5.1 報告期內主要環境和社會事項概述
項目狀況
於報告期內，慕容中國正在營運。

下表載列所有正在營運的設施和其位置：

設施名稱 位置 開始營運日期（月╱年）
    

慕容中國 浙江慕容時尚家居

有限公司

中國海寧市

由拳路500號

05/15

   
浙江阿波羅皮革製品 

有限公司

浙江省海寧市馬橋街道 

勝利路258號

10/01

   
慕容沙發（上海） 

有限公司

上海市楊浦區政學路

88號創智天地企業中心

5號樓9樓

10/07

    
慕容香港 美星國際貿易（香港） 

有限公司

香港長沙灣

荔枝角道838號

勵豐中心708–709室

01/14

   
慕容沙發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長沙灣

荔枝角道838號

勵豐中心708–709室

03/17

    
慕容美國 Morrisofa Global Inc. 130 Enterprise Way, 

Mocksville, NC 27028

03/17

    
慕容英國 Morrisofa Europe 

Limited

Sandscale Business 

Park, Park Road, 

Barrow-in-Furness, 

Cumbria LA14 4QT

06/19

    

附註： 本集團已於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完成慕容中國營運設施的重組。浙江慕容時尚家居有限公司一號廠房、二號廠房、三號
廠房及四號廠房已集中為浙江慕容時尚家居有限公司廠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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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1. 環境和社會風險及影響的評估和管理
設施參與以下自願性管理體系認證計劃的狀況

慕容中國已於2019年6月實行ISO9001、ISO14001及OHSAS18001認證。

本公司的環境和社會管理體系和環境和社會方面的集團採購政策的更新

本公司的《社會責任管理體系》手冊已作更新，內容關於委任了一名高級副總裁為本公司社會責任的代表，

並委任了一名高級經理負責勞工、商業道德和貿易政策的標準。

本公司最新內部供應商環境和社會審核報告╱結果，以及外部環境和社會審核員根據本

公司海外買家委託和要求編製的報告

慕容中國的所有供應商均為中國當地供應商，並無有關於中國進行環境和社會審核的規定。因此，供應商

環境和社會審核報告並不適用。若干海外買家已就慕容中國進行外部環境和社會審核，審核結果理想。慕

容香港及慕容美國僅進行銷售活動，供應商環境和社會審核報告亦不適用於該等地點。

如果本公司可以行使商業利益，向本公司膠合板、硬木和牛皮供應商索取的從原產地（農場和種植園）的下

列任何材料：

(i) 每年一次的森林管理委員會(FSC)由FSC認可的木材種植園審核員撰寫森林管理(FM)審核報告，以及審

核確認的糾正措施的實施結果；

(ii) 遵循FSC-FM審核，根據需要進行專門的勞工審計，並適時執行審核確認的糾正措施；及

(iii) 牛皮供應商（屠宰場）的外部認證審核報告，以驗證其是否符合慕容的環境和社會企業要求。

慕容中國主要採購加工木托架和加工牛皮而非原木或牛皮。因此，審核報告並不適用於中國當地供應商。

慕容中國將確保其供應商符合慕容的環境和社會企業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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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內組織結構在管理環境、健康和安全、勞工和社會方面的任何變化和負責環境和

社會問題的人員數量

於報告期內，組織結構在管理環境、健康和安全、勞工和社會方面並無任何變化。目前有一名高級副總裁

和一名高級經理負責環境和社會問題。

提供給員工的環境、社會和健康及安全培訓的水平

本公司人事部負責提供培訓，確保本公司符合當地安全衛生法規，有效保障員工的生命健康安全。

本公司設有各項員工發展及培訓課程，包括分別為新聘員工及高級技工而設的入職培訓及在職培訓。本公

司亦在《社會責任管理體系》內對員工的發展與培訓作出了明確要求。有關上述為員工所提供的培訓詳情及

次數已載於本報告第1.3節。

於報告期內，可能會造成損害；造成人員傷亡或其他健康問題；吸引了外界的關注；影

響項目勞力或鄰近人口；影響文化財產；或為本公司創造負債的任何事件

於報告期內，只於日常生產過程中發生了輕微的非致命傷害，且並無發生會造成損害；造成人員傷亡或其

他健康問題；吸引了外界的關注；影響項目勞力或鄰近人口；影響文化財產；或為本公司創造負債的任何

事件。

正在進行的任何公眾諮詢和披露、與非政府組織、民間社會、當地社區或公共關係部門

在環境和社會方面的聯繫

本公司於其已刊發的年度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中向公眾披露其在環境和社會方面所作的工作和所付出的

努力。有關詳情已載於本報告第3節。

報告期內實施的新舉措或環境和社會方面的額外管理措施

報告期內並無實施新舉措，而現時就節能╱節水、可持續性和廢物最小化方面的措施具有成效。

本公司現時就環境和社會方面實施的政策具有成效，尤其是在能源和資源的利用效率、環境保護和可持續

發展方面的政策。有關本公司所實施的措施詳情已載於本報告第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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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到的與環境和社會問題有關的意見和╱或申訴

於報告期內，並無收到任何意見和╱或申訴。

於報告期內進行的環境和社會影響評估（企業）和環境和社會盡職調查

不適用。

本公司過去一年的權益人參與活動，本公司如何將項目實施情況的相關方面傳達給當地

受影響社區，以及尋求、記錄和整合權益人的回饋意見

本公司主動回饋社區，積極投身各類公益事業，盡最大能力幫助社區發展。於報告期內，本公司透過本報

告第3節所載的各項權益人參與活動將項目實施情況傳達給權益人。

PS2. 勞動力和工作條件
報告期內，本公司對人力資源政策、程序或工作條件作出的任何更改

報告期內，本公司對人力資源政策、程序或工作條件並無作出任何更改。

報告期內有關本公司員工的資訊

地點

直屬

員工人數

直屬女性

員工人數

已離職

員工人數

僱用

員工人數

承包商

員工人數
      

慕容中國 1,004 365 417 – –      
慕容美國 8 3 6 – 2      
慕容香港 29 19 2 1 –      
慕容英國 29 9 4 4 –      

本公司關於主要供應商的勞動力和工作條件的內部審核，以及由本公司的海外買家委託

的外部審核

慕容中國的所有供應商均為中國當地供應商，並無有關於中國進行勞動力和工作條件的內部審核規定。因

此，供應商的內部審核報告並不適用。若干海外買家已就慕容中國進行外部勞動力和工作條件審核，審核

結果理想。慕容香港、慕容美國和慕容英國僅進行銷售活動，因此供應商的內部審核報告並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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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項目的關鍵要素，以便在項目建設和營運期間管理和減少職業健康和安全(OHS)
風險

關鍵要素為防火及防止機械傷害和確保有效實施職業保護。

報告期內職業健康和安全的主要變化

報告期內職業健康和安全並無任何變化。

職業健康和安全指標

報告每個參數的總和

報告期 2020年
    

直屬員工 承包商員工 直屬員工 承包商員工
     

員工總數 875 2 1,494 2     
年度工時總數 3,230,672 1,868 3,700,558 1,868     

因工傷而損失的工時總數 96 – 220 –     
因傷而損失的工作天總數 12 – 19 –     

死亡人數 – – – –     
跡近錯失總數 – – – –     

本報告期內非致命傷害的詳情

有關於本報告期內的非致命傷害的詳情載於本報告第1.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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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3. 資源效率和污染防治
1. 液體排放

液體排放是指從現場排放的所有類型的液體廢物。液體排放的類型包括加工、環境衛生、雨水和熱量

的廢物排放。

報告期內的液體排放監測點位置

設施名稱 液體排放參數 收集數據頻率

世界銀行╱

國際金融公司

最高水平

（除pH值外

單位為每公升

毫克）

最高水平

（使用單位）

慕容中國

實際表現數據

（使用單位）

每年平均量
      

慕容中國 殘餘氯總量 不適用 0.2 不適用 不適用     
鉻總量 不適用 0.5 不適用 不適用     
銅 不適用 0.5 不適用 不適用     
鐵 不適用 1 不適用 不適用     
鋅 不適用 1 不適用 不適用     
鉛 不適用 0.5 不適用 不適用     
鎘 不適用 0.1 不適用 不適用     
汞 不適用 0.005 不適用 不適用     
砷 不適用 0.5 不適用 不適用     

油和油脂 不適用 10 不適用 不適用     
pH 不適用 6.0–9.0 不適用 不適用     

懸浮固體總量 不適用 50 不適用 不適用      

附註：

慕容中國的營運不會產生嚴重的污水排放問題，原因是沙發及沙發套生產過程中不會產生液體排放。所產生的污水主要為

僱員日常活動的生活污水。

於報告期內，在污水處理方面，慕容中國已遵守《污水綜合排放標準》等所有國家標準規定，不會對環境造成重大影響。有

關污水排放數據和處理的詳情已載於本報告第4.1節。

慕容香港、慕容美國及慕容英國僅從事銷售活動，因此所產生的污水亦不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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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污水管理和處理系統和程序進行的任何技術和管理升級╱更改╱改造

於報告期內，並無對污水管理和處理系統和程序進行任何技術和管理升級╱更改╱改造。

2. 環境噪音
環境噪音是指本公司邊界以外的噪音水平。下表提供以使用單位計算的最高水平。

報告期內的環境噪音住宅區監測點位置及工業區或商業區監測點位置

設施名稱及

監測點位置 環境噪音參數 收集數據頻率

世界銀行╱

國際金融

最高水平

（世界銀行╱

國際金融公司

使用單位）

最高水平

（使用單位）

慕容中國績效

以季度樣本計

算每年平均量

（使用單位）
      

慕容中國 在設施邊界的

噪音

每半年一次 70分貝 58分貝 57分貝

      

慕容香港、慕容美國及慕容英國僅從事銷售活動，因此並無產生重大環境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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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點源空氣排放
點源空氣排放是指從項目現場的特定位置排出的空氣。這些排放可以來自諸如工藝堆、發電堆和通風

口等。

上文所載所有生產設施的主要排放點的點源空氣排放和使用單位的最高水平載列於下表。

報告期內的點源空氣排放監測點位置

生產設施名稱及

監測點位置 點源空氣排放參數 收集數據頻率

世界銀行╱

國際金融公司

最高水平

（世界銀行╱

國際金融公司

使用單位）

最高水平

（指定單位）

慕容績效

（設施所在國

使用單位）

以季度樣本計算

每年平均量
      

慕容中國 氮氧化物 每季度 每標準立方米

600毫克

不適用 不適用

     
可吸入顆粒物 每季度 每標準立方米

50毫克

不適用 不適用

     
硫氧化物 每季度 每標準立方米

400毫克

不適用 不適用

      

附註：

由於慕容中國不會直接燃燒或使用由其自置汽車而產廢氣，故空氣排放並不重大。慕容中國亦不會直接產生溫室氣體排

放，而其購買電力的間接排放亦不重大。有關詳情已載於本報告第4.1節。

慕容香港、慕容美國及慕容英國僅從事銷售活動，故不會產生大量空氣排放物。慕容香港、慕容美國及慕容英國的商業活

動亦不會直接產生溫室氣體排放，而其購買電力的間接排放亦不重大。

對空氣排放控制和處理系統和程序進行的任何技術和管理升級╱更改╱改造

並無對空氣排放控制和處理系統和程序進行任何技術和管理升級╱更改╱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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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固體廢物、危險廢物和油污管理
固體和危險廢物和油污管理總結

固體廢物類型（說明） 全年數量 儲存、處理和╱或處理方法
   

邊角木頭、布料和皮料

（於生產過程中產生的殘餘原材料）

385 （噸） 由外間專業回收公司回收

   

固體廢物類型（說明） 回收、再利用或棄置的方法
  

邊角木頭、布料和皮料

（於生產過程中產生的殘餘原材料）

經外間專業回收公司回收後再利用生產其他產品

  

有否超過環境、健康和安全（「健康和安全」）指南或當地法規限制

於報告期內並無超過環境、健康和安全指南或當地法規限制。

5. 能源和用水消耗管理

公用資源種類 單位 全年消耗量 總和
      

浙江慕容

時尚家居

有限公司

一號廠房

浙江慕容

時尚家居

有限公司

二號廠房

浙江慕容

時尚家居

有限公司

三號廠房*

浙江慕容

時尚家居

有限公司

四號廠房

浙江阿波羅 

皮革製品

有限公司*
        

電網電力 千瓦時 2,823,364 94,856 441,452 101,543 367,451 3,828,666        
天然氣 立方米 113 124 237 84 204 762        
柴油 公升 562 1,236 1,825 377 – 4,000        

其他燃料（汽油） 公升 1,274 1,026 5,788 3,426 6,749 18,263        
水 立方米 8,614 2,365 10,362 19,569 108,428 149,338        

* 浙江慕容時尚家居有限公司三號廠房和浙江阿波羅皮革製品有限公司同樣位於中國海寧市隆興路120號。上述有關
浙江慕容時尚家居有限公司三號廠房的數據已包含浙江阿波羅皮革製品有限公司的數據。

慕容香港、慕容美國及慕容英國僅開展銷售活動，能源和耗水量與慕容集團相比下屬微不足道，因此

該等地點的年消耗量於上文未有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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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設施中每個上述資源經歷最重的消耗╱使用的關鍵區域╱部分

電力主要用作廠房的照明及生產。水主要僅用作日常生活用水。天然氣主要僅用作員工飯堂的煮食用

途。

過去一年的能源、水資源和資源效率措施，以及每年節省的成本

本公司在日常營運過程中始終貫徹保護天然資源的原則，並積極降低能源和資源消耗量。有關本公司

所實施的節能和節水措施以及節省的成本詳情已載於本報告第4.2及4.3節。

PS4. 社區健康、安全和防護
本公司就社區健康及安全、應急演習、與私營╱公營保安部門的接觸情況，以及為確保基礎設施和設備安

全、確保爆炸最小化和受控及盡量減少燃氣洩漏的情況的技術和管理升級╱更改╱改造而實施的措施已載

於本報告第1.2節。

在社區健康和安全方面實施的任何新舉措

於報告期內，並無在社區健康和安全方面實施任何新舉措。

社區參與的任何應急演習

慕容中國於2021年曾進行了一次火警演習。

報告期內本公司與私營╱公營保安部門的接觸情況出現的任何變動以及任何相應協議

於報告期內，本公司與私營╱公營保安部門的接觸情況並無出現任何變動，故並無相應協議。

任何技術和管理升級╱更改╱改造以及任何新措施：(i)確保基礎設施和設備安全；(ii)確
保爆炸最小化和受控；(iii)盡量減少燃氣洩漏的情況
本公司已於中國的廠房制定措施以確保基礎設施和設備安全、確保爆炸最小化和受控以及盡量減少燃氣洩

漏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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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與消防安全：

生產設施名稱 慕容的消防安全驗證活動 強制性活動頻率 執行日期 觀察到的缺陷

糾正措施和 

實施時間表
      

浙江慕容時尚家居

有限公司一號廠房

火警演習 最少每年一(1)次 2021年3月及

2021年9月

無 不適用

     
檢查和認證火災檢測和

抑制電氣和機械系統

最少每年兩(2)次 2021年3月及

2021年9月

無 不適用

     
檢查、填充╱充電

可攜式滅火器

最少每年

兩(2)次檢查

2021年3月及

2021年9月

無 不適用

      
浙江慕容時尚家居 

有限公司二號廠房

火警演習 最少每年一(1)次 2021年3月及

2021年9月

無 不適用

     
檢查和認證火災檢測和

抑制電氣和機械系統

最少每年兩(2)次 2021年3月及

2021年9月

無 不適用

     
檢查、填充╱充電

可攜式滅火器

最少每年

兩(2)次檢查

2021年3月及

2021年9月

無 不適用

      
浙江慕容時尚家居 

有限公司三號廠房

火警演習 最少每年一(1)次 2021年3月及

2021年9月

無 不適用

     
檢查和認證火災檢測和

抑制電氣和機械系統

最少每年兩(2)次 2021年3月及

2021年9月

無 不適用

     
檢查、填充╱充電

可攜式滅火器

最少每年

兩(2)次檢查

2021年3月及

2021年9月

無 不適用

      
浙江慕容時尚家居 

有限公司四號廠房

火警演習 最少每年一(1)次 2021年3月及

2021年9月

無 不適用

     
檢查和認證火災檢測和

抑制電氣和機械系統

最少每年兩(2)次 2021年3月及

2021年9月

無 不適用

     
檢查、填充╱充電

可攜式滅火器

最少每年

兩(2)次檢查

2021年3月及

2021年9月

無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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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設施名稱 慕容的消防安全驗證活動 強制性活動頻率 執行日期 觀察到的缺陷

糾正措施和 

實施時間表
      

浙江阿波羅皮革製品

有限公司

火警演習 最少每年一(1)次 2021年3月及

2021年9月

無 不適用

     
檢查和認證火災檢測和

抑制電氣和機械系統

最少每年兩(2)次 2021年3月及

2021年9月

無 不適用

     
檢查、填充╱充電

可攜式滅火器

最少每年

兩(2)次檢查

2021年3月及

2021年9月

無 不適用

      

本公司為確保項目場所的人命和消防安全而採取的措施

員工的職業健康和安全的生產環境一直是本公司的關注重點。本公司制訂了各項指引、程序及應急預案，

增強本公司應對和防範安全生產事故的能力，最大限度地減少事故造成的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有關本公

司就項目場所的安全而採取的措施已載於本報告第1.2節。

PS5. 徵地和非自願調遷
於報告期內，並無徵收新地。

PS6. 生物多樣性保護及生物資源可持續發展管理
本公司實施環境和社會採購政策，以確保達致有效的生物多樣性保護及生物資源可持續發展管理。

PS7. 原住民
於中國的設施或附近，並無任何已知的原住民。

PS8. 文化遺產
於報告期內，在項目活動過程中並無發現文化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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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B節：

5.2 新發展╱企業融資
社會和環境篩選
於報告期內，並無正在積極考慮發展的項目。

5.3 報告期內已完成或正在進行的項目
於報告期內，並無已完成或正在進行的項目。

5.4 開發前項目篩選
於報告期內，並無任何開發前項目。

第C節：

5.5 行動計劃狀況和更新
環境和社會行動計劃實施情況
所有環境及社會行動計劃均於2021年度實施。

第D節：

5.6 偏差╱不合規情況
在國際金融公司的績效標準、環境和社會行動計劃、不符合當地環境和社會法規及世界銀行「環境、健康和安全

指南」方面，本公司並無任何偏差╱不合規情況。

6. 國際金融公司項目資訊
客戶名稱：慕容家居控股有限公司

項目名稱：慕容香港

投資國家：中國

國際金融公司項目編號：40057

報告期：2021年1月直至202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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