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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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AMSON HOLDING LTD.
順誠控股有限公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531）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告
Samson Holding Ltd. 順誠控股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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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期間」）之未經
審核中期業績，連同2020年同期的比較數字如下：
中期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收益 4 237,342 172,143
銷售成本 (171,326) (132,896)

毛利 66,016 39,247
其他收入、收益、虧損及費用 8,904 7,835
分銷成本 (5,670) (5,812)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31,078) (28,475)
行政費用 (20,603) (28,969)
聯營公司溢利╱（虧損） 133 (79)
財務費用 (1,720) (2,811)

除稅前溢利╱（虧損） 5 15,982 (19,064)
所得稅（開支）╱抵免 6 (1,629) 2,472

期內溢利╱（虧損） 14,353 (16,592)

以下各方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14,353 (15,048)
 非控股權益 – (1,544)

14,353 (16,592)

母公司普通股本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8
 －基本（美仙） 0.462 (0.484)

 －攤薄（美仙） 0.462 (0.484)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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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虧損） 14,353 (16,592)

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於往後期間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匯兌差額：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560 (2,143)

期內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14,913 (18,735)

以下各方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14,913 (17,199)
 非控股權益 – (1,536)

14,913 (18,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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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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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5,850 85,062
投資物業 14,076 7,234
使用權資產 80,587 46,713
商譽 25,793 25,793
其他無形資產 4,400 4,400
投資一間聯營公司 1,067 934
購買預付土地租賃之按金 – 36,880
遞延稅項資產 3,434 4,299

非流動資產總值 215,207 211,315

流動資產
存貨 147,100 124,593
交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9 103,594 97,221
持作買賣投資 10 93,727 95,490
可收回稅項 3,710 3,513
已質押銀行存款 – 10,308
短期銀行存款 2,003 –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55,777 26,047

流動資產總值 405,911 357,172

流動負債
交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1 91,832 77,756
計息銀行借貸 134,302 109,609
租賃負債 8,488 7,510
應付稅項 12,727 11,171

流動負債總值 247,349 206,046

流動資產淨值 158,562 151,12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373,769 362,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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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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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16,893 19,622
 計息銀行借貸 45,365 45,365
 遞延稅項負債 1,593 2,449

 非流動負債總值 63,851 67,436

 資產淨值 309,918 295,005

權益
 已發行股本 155,374 155,374
 儲備 154,544 139,631

 權益總額 309,918 295,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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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
務報告編製。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所需之一切資料及披露，並應
與本集團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覽。

2. 會計政策之變動及披露

除就本期間之財務資料首次採納下列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外，編製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
年度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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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之修訂

利率基準改進－第二階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 於2021年6月30日之後的COVID-19
 相關租金寬免（提早採納）

該等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性質及影響敘述如下：

(a) 當現有利率基準被可替代無風險利率（「無風險利率」）替代方案替代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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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之修訂解決先前影響財務報告之修訂未處理的問
題。第二階段之修訂提供對於釐定金融資產及負債之合約現金流量之基準之變動進
行會計處理時無需調整金融資產及負債的賬面值而更新實際利率的可行權宜方法，
前提為該變動為利率基準改進之直接後果且釐定合約現金流量的新基準於經濟上等
同於緊接變動前的先前基準。此外，該等修訂允許利率基準改進所規定對對沖指定
及對沖文件進行更改，而不會中斷對沖關係。過渡期間可能產生的任何損益均通過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正常規定進行處理，以衡量及確認對沖無效性。倘無風
險利率被指定為風險組成部分時，該等修訂亦暫時寬免實體須滿足可單獨識別的規
定。倘實體合理地預期無風險利率風險組成部分於未來24個月內將變得可單獨識
別，則該寬免允許實體於指定對沖後假定已滿足可單獨識別之規定。此外，該等修
訂亦規定實體須披露額外資料，以便財務報表的使用者能夠了解利率基準改進對實
體金融工具及風險管理策略的影響。

本集團於2021年6月30日持有根據倫敦銀行同業拆息（「倫敦銀行同業拆息」）以美元
及越南盾計值的若干計息銀行借貸。由於期內該等借貸的利率並無被無風險利率代
替，因此該修訂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及表現並無任何影響。倘該等借貸的利率於未
來期間由無風險利率代替，本集團將在滿足「經濟上相當」標準的前提下，於修改有
關借貸時採用此實際權宜方法。

(b) 於2021年4月發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將承租人可用的實際可行權宜方
法擴大為選擇於12個月內不就COVID-19疫情的直接後果產生的租金寬減應用租賃修
訂會計處理。因此，該實際可行權宜方法適用於租賃付款的任何減幅僅影響原先於
2022年6月30日或之前到期之付款的租金寬減，前提為須滿足應用該實際可行權宜方
法之其他條件。該修訂於2021年4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追溯有效，初步應用
該修訂的任何累計影響確認為對本會計期初的保留利潤期初結餘之調整。允許提早
應用。本集團已提早於2021年1月1日採納該修訂，而有關修訂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
及表現並無任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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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分部資料

為方便資源分配及評估表現，本集團之執行董事按個別品牌審閱營運業績及財務資料，重
點審閱各品牌之營運業績。每一個品牌構成本集團旗下一個經營分部。鑑於各品牌之經濟
特質相似、產品類同、在類似生產程序下生產以及目標客戶相近，本集團各經營分部乃集
合為單一呈報分部，因此，並無編製獨立分部資料。

分部除稅前溢利28,603,000美元（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4,287,000美元）乃單一呈
報分部所賺取之除稅前溢利╱（虧損），而不包括行政費用、其他收入、收益、虧損及費
用、非租賃相關之財務費用以及聯營公司溢利╱（虧損）。

4. 收益

收益之分析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益
 銷售傢俬 237,187 171,987
來自其他來源之收益
 服務費收入 155 156

237,342 172,143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益

(i) 收益分拆資料

分部－傢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貨品類別
銷售傢俬及來自客戶合約之收益總額 237,187 171,987

地區市場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包括香港 4,126 2,228
美利堅合眾國（「美國」） 227,502 165,047
其他 5,559 4,712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益總額 237,187 171,987

確認收益的時間
貨品於時間點已轉移及來自客戶合約之收益總額 237,187 17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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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續）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益（續）

(i) 收益分拆資料（續）

下文載列來自客戶合約之收益與分部資料所披露金額的對賬：

分部－傢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益
外界客戶及來自客戶合約之收益總額 237,187 171,987

5. 除稅前溢利╱（虧損）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已出售存貨成本 173,949 131,749
存貨撇減至可變現淨值 1,091 1,415
撥回存貨撇減 (3,714) (268)
撥回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 (4,556) –
投資物業折舊 135 114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4,653 4,557
使用權資產折舊 3,586 4,181
交易應收賬款減值 118 1,081
持作買賣投資的虧損╱（收益）淨額 150 (1,72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收益）╱虧損 (510) 37
銀行利息收入 (102) (233)
匯兌淨差額 156 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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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

就本集團在美國成立之附屬公司而言，所得稅按稅率21%（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
月：21%）計算。

台灣所得稅乃按若干附屬公司之應課稅溢利之20%（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20%）
計算。

香港利得稅乃按期內源自香港的估計應課稅溢利16.5%（2020年：16.5%）稅率計提，惟本
集團的一間附屬公司除外，該公司為符合兩級制利得稅稅率制度的實體。該附屬公司首
2,000,000港元（2020年：2,000,000港元）的應課稅溢利按8.25%的稅率徵稅，其餘應課稅
溢利則按16.5%的稅率徵稅。

其他地區應課稅溢利之稅項乃按本集團經營所在國家╱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美國 16 –
 台灣 433 333
 香港 53 271
 其他地區 1,118 –
 美國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 (417)

遞延稅項 9 (2,659)

本期間稅項支出╱（抵免）總額 1,629 (2,472)

7. 股息

董事會決議不會就本期間宣派任何中期股息（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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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母公司普通股本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期內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的計算乃按：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的
 期內溢利╱（虧損）及盈利╱（虧損） 14,353 (15,048)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的
 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3,107,473,773 3,110,064,248

每股攤薄盈利╱（虧損）之計算並無假設本公司截至2021年及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
購股權獲行使，因該等購股權之行使價高於期內本公司股份之平均市價。

9. 交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於報告期終按發票日期呈列，交易應收賬款（已扣除虧損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12月31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交易應收賬款：
 1個月內 41,230 27,130
 1至2個月 13,329 19,399
 2個月以上 11,087 13,696

65,646 60,225
其他應收賬款及預付款項 37,948 36,996

103,594 97,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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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持作買賣投資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12月31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債務證券，按公允值：
 於美國上市的債務證券，其平均殖利率為2.99%至4.93%，
  及到期日為2021年9月 1,366 1,228
 於香港上市的債務證券，其平均殖利率為3.16%至3.18%，
  及到期日由2021年4月至2077年4月 4,610 5,032
 於新加坡上市的債務證券，其平均殖利率為2.74%至2.89%，
  及到期日由2021年3月至2030年8月 4,545 5,050
 於其他司法權區上市的債務證券，其平均殖利率為2.26%至3.86%，
  及到期日由2021年3月至2080年9月 1,264 1,241
投資基金組合A，按公允值（附註） 81,248 82,232
投資基金組合B，按公允值（附註） 211 215
投資基金組合C，按公允值（附註） 200 200
投資基金組合D，按公允值（附註） 283 292

93,727 95,490

由於上述投資為持作買賣，故於2021年6月30日及2020年12月31日被分類為按公允值計入
損益之金融資產。

附註： 投資基金組合A、B、C及D被強制分類為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因彼等
合約現金流量並非僅止於支付本金及利息。投資基金組合A為位於盧森堡的Union 
Bancaire Privée發行之理財產品。本集團以投資成本80,500,000美元取得投資基金
組合A。於本期間，本集團自投資基金組合A獲取股息815,000美元（截至2020年6
月30日止六個月：782,000美元）且於本期間本集團並無取得或處置投資基金組合
A。於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持有80,500單位（2020年12月31日：80,500單位）
的投資基金組合A，佔本集團總資產約13.1%（2020年12月31日：14.5%），而於本
期間投資基金組合A的未變現虧損984,000美元已計入損益表（截至2020年6月30日
止六個月：未變現溢利673,000美元）。本集團持有投資組合A作為資本增值並隨時
密切監控其表現。

11. 交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按發票日期呈列，交易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12月31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交易應付賬款：
 1個月內 21,252 12,517
 1至2個月 3,608 3,457
 2個月以上 5,580 5,879

30,440 21,853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款項 61,392 55,903

91,832 77,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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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及展望

業務回顧

於過去十年，順誠已從一家OEM製造商轉型為品牌導向型企業。透過於2017年策
略性收購Baker，本公司已擁有中價至高價檔次以及量販業務的多元化品牌組合。
此外，本集團已將其供應鏈由中國延伸至越南、孟加拉、印尼及美國等其他國
家。透過多元化品牌組合及全球化的供應鏈，順誠得以克服疫情帶來的影響，於
本期間轉虧為盈。

於本期間，隨著COVID-19的影響趨緩，美國經濟已逐漸復甦，就業率持續增
加，且2021年6月消費者信心指數更達到過去16個月以來的最高點。在市況改善
下，順誠錄得突出的經營業績。在需求方面，聯邦儲備局（「聯儲局」）繼續維持利
率至接近零息水平，而按揭利率自2021年3月中旬開始下調。這些因素均有利於
住房市場，帶動傢俬及家居裝飾（「F&HF」）行業的訂單呈強勁上升的趨勢。受惠
於以上因素，沙發及實木家具業務的需求維持強勁，而本集團把握此機會進一步
開拓市場，並透過其多元化產品及策略性的分銷渠道，藉著市場輰旺而獲益。物
流方面，在全球供應鏈慢慢恢復的情況下，貨運量正逐漸增加，但需求仍遠遠超
出供給，因此順誠正與多家運輸服務供應商合作，以確保貨櫃供應充足。

COVID-19疫情加速電子商務等非傳統渠道的增長，而本公司已致力擴大與線上
零售商的合作。在傳統渠道方面，高點家具展延遲至2021年6月才舉行，參展商
較去年有所增加，且大部分大型零售商均有參與。此外，我們的量販業務於本期
間內一直表現良好，預期可於2021年下半年延續佳績。

順誠正透過在越南新增的廠房，逐漸完成其在亞洲的供應鏈戰略計劃，以應對地
緣政治問題及控制成本。為應付大量訂單，自2021年初起順誠在越南及孟加拉的
產能已逐漸從因COVID-19導致的供應鏈中斷中恢復，且順誠與越南的製造合作
夥伴維持密切關係，確保本集團能夠貫徹落實生產進度。此外，順誠計劃於下半
年在越南投資另一間廠房，將可為沙發及實木家具產品帶來額外產能。至於利潤
有所提升，主要歸因於需求上升、更有效的成本控制措施及強大的管理團隊。由
於順誠成功地自以中國為重心的製造業務轉型成為全球的多元業務，因此得以節
省勞工成本。透過延用中國原有經驗豐富的管理團隊，在越南及孟加拉的廠房不
斷提升生產效率，達致無縫過渡，得以維持本集團卓越的生產標準。此外，策略
性恢復嘉善設施的使用方針，亦可望使溢利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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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回顧期內六個月之銷售淨額為23,730萬美元，較去年同期之17,210萬美元增加
6,520萬美元或37.9%。銷售淨額增加乃由強勁需求所帶動，而相比之下，去年同
期則受到COVID-19的影響。

本期間的毛利率由2020年同期的22.8%上升至27.8%。利潤率上升主要是由於銷售
增長及生產效率改善所致。

本期間的總營運開支由2020年同期之6,330萬美元減少至5,740萬美元。營運開支
的減少主要是由於一系列有效的成本控制措施所致。

相比2020年同期的虧損1,660萬美元，本集團於本期間錄得溢利1,440萬美元，歸
因於銷售增長、利潤率提升及營運開支減少。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於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由2020年12月31日之2,600萬美
元增加2,980萬美元至5,580萬美元。計息銀行借貸由2020年12月31日之15,500萬
美元增加2,470萬美元至17,970萬美元。資本負債比率（總銀行借貸除以股東權益）
由2020年12月31日之52.5%上升至58.0%。本集團具備足夠現金及可供動用銀行
信貸，足以應付營運資金需求，且有信心執行進一步潛在收購。

本集團持有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主要以美元、人民幣、英鎊、越南盾、新台
幣、印尼盾及港元計值。於2021年6月30日，計息銀行借貸13,430萬美元（2020年
12月31日：10,960萬美元）分別按浮動利率或介乎0.7%至1.2%之固定利率計息，
且長期銀行借貸4,540萬美元按浮動利率計息（2020年12月31日：4,540萬美元）。

流動資金來源包括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短期銀行存款、經營所得現金及順誠取
得之一般銀行信貸，使本集團能維持穩健及審慎之流動資金水平，以供日常經營
及業務發展之用。

由於經營國際業務，順誠面對來自不同貨幣匯價變動之外匯風險，其中主要涉及
人民幣及越南盾匯價之風險。雖然大部分總收入以美元計值，但大部分銷售成本
均以越南盾及人民幣支付。越南盾與人民幣兌美元之匯率於近年大幅波動，且於
可預見未來可能繼續出現波動。

本集團流動資產由2020年12月31日之35,720萬美元增加13.6%至40,590萬美元，
而本集團流動負債由2020年12月31日之20,600萬美元增加20.0%至24,730萬美
元。流動比率（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為1.6倍（2020年12月31日：1.7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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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2021年6月30日，概無資產（2020年12月31日：18,500萬美元）已抵押予銀行，
作為本集團獲得一般銀行信貸之擔保。

資本開支

本期間之資本開支為280萬美元，而2020年同期則為370萬美元。資本開支主要是
為美國的建物、廠房及機器進行升級及翻新以及擴張在越南的新生產線所產生。

展望

2021年上半年度市場需求持續強勁，而根據聯儲局表示，美國利率於今年內仍
會維持現時的低水平，故預期今年下半年美國住屋市場的需求仍會維持穩健。
COVID-19已改變了消費模式，而電子商務及戶外傢俬形成新趨勢。順誠未來將
繼續擴展其電子商務及戶外傢俬業務，並會致力提升在市場上的品牌知名度。

因疫情導致的供應鏈中斷於2021年上半年度已逐漸緩和，其中越南及孟加拉的產
能已經恢復。鑑於強勁的需求以及截至2021年6月30日積壓大量訂單，順誠亦將
在越南投資另一間新工廠，並將繼續提升產能及生產效率以滿足消費者需求。物
流方面，順誠持續加強與運輸服務供應商的合作，以緩解貨櫃短缺的問題。

憑藉著全球化的生產基地、經驗豐富的管理團隊以及效率的提升和核心競爭力，
順誠預期將不斷提升產能及盈利能力。另外，結合供應鏈的強化及多元化品牌的
優勢，順誠得以維持其競爭優勢，並持續擴大在美國的市場份額，為2021年帶來
豐碩成果。

股息

董事會決議不會就本期間宣派任何中期股息（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無）。

企業管治

董事會致力維持高水平之企業管治。本公司確認，其於本期間內一直遵守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
管治守則》內所有守則條文（下文所列除外）。

本公司董事會之主席及台升實業有限公司之行政總裁均由郭山輝先生（「郭先生」）
擔任。本集團不擬分開該兩項職能，乃由於董事會及本集團之高級管理層在董事
會管理及本公司業務管理方面因郭先生之領導、支持及經驗而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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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其本身的《董事及僱員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本公司守則」），其條
款不低於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所規定的標準，以規管董事及有關僱員的證券交易。

經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均確認彼等於本期間內皆有遵守標準守則及本公司守則。

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於本期間，本公司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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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立核數師及審核委員會審閱

本期間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已經由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及本公司審核
委員會審閱，而審閱報告已載於即將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之中期報告內。

刊發中期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

本公告同時上載於本公司之網站(www.samsonholding.com)及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
限公司之網站(www.hkexnews.hk)。中期報告將於稍後寄發予各股東並上載於上述
網站。

代表董事會
SAMSON HOLDING LTD.
順誠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郭山輝

2021年8月25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郭山輝先生（主席）、劉宜美女士及Mohamad 
AMINOZZAKERI先生；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為潘勝雄先生；以及本公司之獨立
非執行董事為郭明鑑先生、劉紹基先生及吳綏宇先生。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