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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e Moon Group Holdings Limited
藍月亮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993）

截至 2 0 2 0年 1 2月 3 1日止年度的初步全年業績公告

摘要

‧ 收益保持相對穩定，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為6,996.3百萬港元，而截至2019
年12月31日止年度則約為7,049.9百萬港元。

‧ 毛利保持相對穩定，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為4,513.8百萬港元，而截至2019
年12月31日止年度則約為4,523.0百萬港元。毛利率保持相對穩定，於2020年為
64.5%，而於2019年則為64.2%。

‧ 除所得稅前溢利由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1,475.2百萬港元增加約18.6%至截
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1,749.6百萬港元。

‧ 溢利及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由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1,079.6百萬港元
增加約21.3%至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1,309.4百萬港元。

‧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每股盈利（基本及攤薄）分別約為26.03港仙及25.97港
仙。

‧ 董事會已議決建議派發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股份6.9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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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業績

藍月亮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統稱「本集團」）於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全年業績連同比較資料如
下：

綜合全面收入表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

2020年 2019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4 6,996,348 7,049,905

銷售成本 5 (2,482,592) (2,526,895)
  

毛利 4,513,756 4,523,010

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淨額 72,116 51,522
銷售及分銷開支 5 (2,016,552) (2,323,123)
一般及行政開支 5 (822,440) (747,765)
金融資產減值虧損撥備 (791) (1,867)

  

經營溢利 1,746,089 1,501,777

財務收入 10,816 5,652
財務成本 (7,258) (32,188)

  

財務收入╱（成本）淨額 3,558 (26,536)
  

除所得稅前溢利 1,749,647 1,475,241

所得稅開支 6 (440,236) (395,624)
  

年內溢利 1,309,411 1,079,617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1,309,411 1,079,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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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入表（續）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

2020年 2019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內溢利 1,309,411 1,079,617
  

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附屬公司財務報表所產生的匯兌差額 218,757 (74,321)

  

年內其他全面收入╱（虧損），經扣除稅項 218,757 (74,321)
  

年內全面收入總額 1,528,168 1,005,296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1,528,168 1,005,296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 7 26.03港仙 21.59港仙
  

攤薄 7 25.97港仙 21.59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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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2020年12月31日

於12月31日
2020年 2019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無形資產 197,251 146,943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1,382,474 1,211,091
　使用權資產 416,460 415,989
　物業、廠房及設備預付款項 49,446 59,421
　遞延所得稅資產 7,908 76,540

  

2,053,539 1,909,984
  

流動資產
　存貨 469,789 375,757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10 2,014,298 1,750,049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319,089 282,719
　受限制現金 17,822 25,89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921,095 690,064
　可收回稅項 7,505 6,228

  

13,749,598 3,130,707
  

  

資產總值 15,803,137 5,040,691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1 57,471 —
　其他儲備 9,920,729 58,853
　保留盈利 1,701,221 2,804,226

  

權益總額 11,679,421 2,863,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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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於2020年12月31日

於12月31日
2020年 2019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政府補助 64,377 61,843
　借款 — 207,396
　遞延所得稅負債 78,456 98,698
　租賃負債 25,609 33,824

  

168,442 401,761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2 548,044 511,922
　合約負債 30,779 16,188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812,095 746,871
　應付關聯公司款項 505 1,076
　應付股息 8 2,300,000 48,261
　即期所得稅負債 231,716 218,679
　借款 — 206,529
　租賃負債 32,135 26,325

  

3,955,274 1,775,851
  

  

負債總額 4,123,716 2,177,612
  

權益及負債總額 15,803,137 5,040,691
  

流動資產淨值 9,794,324 1,354,85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1,847,863 3,264,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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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藍月亮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從事設
計、研發、製造及銷售(i)個人清潔護理產品；(ii)家居清潔護理產品；及(iii)衣物清潔護理產品。

本公司為一家於2007年12月27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註冊辦事處地址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本公司普通股（「股份」）自2020年12月16日起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潘東女士為本公司的最終控股股東，且本公司董事羅秋平先生為潘東女士的丈夫。

除另有說明者外，綜合財務報表乃以港元（「港元」）呈列，並已於2021年3月29日由董事會批准刊發。

2 編製基準

(a) 遵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公司條例

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法例第622章公司條例（「香
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規定編製。

編製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綜合財務報表要求使用若干關鍵會計估計。其亦要求管理層於應用本集團
會計政策的過程中作出判斷。

(b) 歷史成本法

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c) 本集團採納的經修訂準則及經修訂概念框架

本集團已於其自2020年1月1日開始的年度報告期間首次應用以下準則的修訂本及經修訂概念框架：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業務的定義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 重大性的定義（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修訂本）

對沖會計

2018年財務報告概念框架 經修訂財務報告概念框架

上文所列的該等修訂本及經修訂概念框架對先前期間所確認的金額並無任何影響，且預期不會對當前或
未來期間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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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編製基準（續）

(d) 尚未採納的新訂準則及準則的修訂本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報告期間，一項新訂會計準則及若干準則的修訂本已經頒佈但非強制採納，而本
集團亦未提早採納。

於以下日期
或之後開始的
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新型冠狀病毒相關租金寬免 2020年6月1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 2021年1月1日
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號（修訂本） 引用概念框架的更新 2022年1月1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本） 作擬定用途前的所得款項 2022年1月1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本） 虧損合約 — 履行合約的成本 2022年1月1日
年度改進項目（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2018年至

　2020年週期的年度改進
2022年1月1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 2023年1月1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28號（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
　合營企業之間的資產出售或注資

待釐定

本公司董事認為，採納上述新訂準則及現有準則的修訂本不會對本集團於當前或未來報告期間及可預見
的未來交易產生重大影響。本集團擬於生效時採納上述新訂準則及現有準則的修訂本。

3 分部資料

經營分部的呈報方式與向主要經營決策者（「主要經營決策者」）提供內部報告的方式一致。

負責分配資源及評估經營分部表現的主要經營決策者已識別為作出策略性決策的本公司之執行董事。

主要經營決策者定期檢討本集團的表現。

由於本集團的主要業務與清潔產品的製造、銷售及分銷有關，因此主要經營決策者根據實體範圍內的綜合財
務資料制定資源分配及績效評估的決策。因此，本集團僅有一個單一經營分部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的報告分部定義。並無於綜合財務報表內單獨呈列分部分析。

本集團按地區劃分的非流動資產（不包括遞延所得稅資產）分析如下：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3,344 4,589
中國內地 2,042,287 1,828,855

  

2,045,631 1,833,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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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

(a) 按產品劃分的收益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某一時間點確認的收益：
　衣物清潔護理產品 5,595,885 6,177,613
　個人清潔護理產品 835,738 418,545
　家居清潔護理產品 564,725 453,747

  

6,996,348 7,049,905
  

(b) 來自貢獻本集團總收益10%或以上的外部客戶的收益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A 1,191,829 1,014,095
客戶B 927,910 961,014

  

總計 2,119,739 1,975,109
  

除客戶A及客戶B外，截至2020年及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概無其他客戶單獨貢獻本集團總收益10%以
上。

在2020年初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爆發後，本集團有部分客戶在出售於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之前（即2019
年12月31日之前）自本集團購入的貨品時遇到困難，並要求向本集團退貨。考慮到長期業務關係，本集
團已同意按一次性基準接受若干客戶退回未售出產品。因此，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銷售金額為
143,863,000港元的退貨已入賬作為銷售扣減（「新型冠狀病毒銷售退貨」）。

截至2020年及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所有收益均來自中國客戶，因此，並無按地理位置呈列收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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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性質劃分的開支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所消耗的原材料成本 2,256,348 2,059,549
製成品及在製品存貨變動 (64,964) 218,739
製造間接費用（不包括折舊） 20,821 11,574
僱員福利開支 1,292,838 1,668,697
廣告開支 407,314 404,659
推廣開支 368,803 294,912
運輸開支 512,331 452,588
其他稅項開支 68,901 76,182
與短期租賃有關的租賃開支 29,273 23,183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附註9） 126,349 102,674
使用權資產折舊 29,603 36,023
無形資產攤銷 25,534 15,213
核數師酬金
　— 審計服務 4,300 3,075
　— 非審計服務 291 —
差旅開支 28,321 59,756
汽車開支 11,876 13,260
消耗品 7,118 9,271
辦公室開支 4,312 3,281
招聘費用 4,333 6,649
公用事業開支 26,986 26,265
諮詢費 18,389 26,694
保養開支 19,361 14,579
出售廠房及設備的虧損╱（收益）淨額 2,265 (298)
出售物業的虧損淨額 — 376
上市開支 59,451 —
其他 61,430 70,882

  

5,321,584 5,597,783
  

6 所得稅開支

於綜合損益扣除的所得稅金額如下：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所得稅
— 中國企業所得稅 383,056 313,482
遞延所得稅開支 57,180 82,142

  

所得稅開支 440,236 395,624
  

(a) 香港利得稅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由於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並無於香港產生或來自香港的任何應課稅溢利，
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計提撥備（2019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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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續）

(b)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即期所得稅開支主要指就於中國經營的附屬公司作出的企業所得稅撥備。該等附屬公司須根據中國相關
稅務法律及法規按其各自法定財務報表所呈報的應課稅收入支付企業所得稅。

廣州藍月亮實業有限公司自2014年起被認定為高新技術企業（「高新技術企業」），享受15%的優惠所得稅
稅率，每隔三年須進行複審及續期。高新技術企業證書有效期自2017年11月起至2020年11月止為期3年。
由於廣州藍月亮實業有限公司於到期日後並無重續該證書，故已於2020年採納標準所得稅稅率25%。

藍月亮（重慶）有限公司自2017年起被認定為西部地區鼓勵類產業企業，享受15%的優惠所得稅稅率，須
由地方政府進行複審及續期。

7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除以已發行普通股加權數目計算。

2020年 2019年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千港元） 1,309,411 1,079,617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數目（千股）（附註） 5,030,620 5,000,000

每股基本盈利（每股港仙） 26.03 21.59
  

附註：

用於計算截至2020年及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乃假設資本化發行已自2019
年1月1日起生效的情況下釐定。

每股攤薄盈利對用於釐定每股基本盈利的數字作出調整，以計及：

— 與攤薄潛在普通股相關的利息及其他融資成本的除所得稅後影響，以及

— 假設所有潛在攤薄普通股均已轉換，本會發行在外的額外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所使用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的對賬如下：

2020年 2019年
千股 千股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加權數目 5,030,620 5,000,000

假設年內因所有尚未行使購股權視作獲行使而按無代價
　發行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2,279 —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5,042,899 5,000,000
  

2020年 2019年
港仙 港仙

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攤薄盈利 25.97 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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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於2019年12月31日，應付股息指於過往年度宣派但尚未支付的股息，其中37,000,000港元已於截至2019年12月
31日止年度支付。

於2020年1月，本公司宣派股息36,664,000港元，而本公司已於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合共支付股息
84,925,000港元。

於2020年6月，本公司直接控股附屬公司Blue Moon (BVI) Limited向本公司宣派股息2,335,000,000港元。因此，
本公司於2020年12月31日確認應收股息2,335,000,000港元。

於2020年6月28日，本公司向其當時唯一直接股東宣派中期股息2,300,000,000港元。該筆股息須待本公司
於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完成上市後方可作實。在本公司於2020年12月16日成功上市後，已確認應付股息
2,300,000,000港元。於2020年12月31日之後，本公司已悉數派付該筆股息。

由於股息率及有權收取股息的股份數目就本報告而言並無意義，故並無呈列該等資料。

董事會於2021年3月29日就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擬派股息每股6.9港仙，惟須待股東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
上批准。

擬派末期股息396,551,729港元並無於綜合財務報表中確認為負債，但將作為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保
留盈利撥款反映。

9 物業、廠房及設備

樓宇
租賃

物業裝修
廠房及
機器

傢俱、
固定裝置
及設備 汽車 在建工程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2020年1月1日
成本 798,510 11,244 591,560 140,839 28,338 161,173 1,731,664
累計折舊 (95,102) (11,244) (312,691) (86,630) (14,906) — (520,573)

       

賬面淨值 703,408 — 278,869 54,209 13,432 161,173 1,211,091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
年初賬面淨值 703,408 — 278,869 54,209 13,432 161,173 1,211,091
添置 28,291 — 23,812 19,511 — 197,482 269,096
出售 (25,830) — (21,152) (1,394) — — (48,376)
轉撥 194,727 — 78,096 16,639 — (289,462) —
折舊 (30,925) — (69,976) (22,595) (2,853) — (126,349)
匯兌差額 50,093 — 15,059 3,888 497 7,475 77,012

       

年末賬面淨值 919,764 — 304,708 70,258 11,076 76,668 1,382,474
       

於2020年12月31日
成本 1,050,651 11,244 682,861 179,514 28,904 76,668 2,029,842
累計折舊 (130,887) (11,244) (378,153) (109,256) (17,828) — (647,368)

       

賬面淨值 919,764 — 304,708 70,258 11,076 76,668 1,382,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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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1,968,978 1,724,707
應收票據 57,900 37,131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2,026,878 1,761,838
減：虧損撥備 (12,580) (11,789)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淨額 2,014,298 1,750,049
  

本集團向其客戶批准的信貸期最多為90天。於年結日，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基於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
下：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天 1,064,708 1,124,774
31至60天 434,812 298,211
61至180天 373,777 326,521
180天以上 153,581 12,332

  

2,026,878 1,761,838
  

本集團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簡化方法計量預期信貸虧損，其對所有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採用全
期預期虧損撥備。

11 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千港元

每股0.01港元的法定普通股：
　於2019年1月1日、2019年12月31日及2020年1月1日 38,000,000 380
　法定股本增加（附註(a)） 9,962,000,000 99,620

  

　於2020年12月31日 10,000,000,000 100,000
  

每股0.01港元的普通股，已發行及繳足：
　於2019年1月1日、2019年12月31日及2020年1月1日 10,000 —
　在以下情況下發行普通股
　　— 資本化發行（附註(b)） 4,999,990,000 50,000
　　— 首次公開發售（附註(c)） 747,126,500 7,471

  

於2020年12月31日 5,747,126,500 57,471
  

附註：

(a) 於2020年9月14日，根據股東通過的書面決議案，本公司的法定股本由38,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的單
一類別股份增加至合共10,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的單一類別股份。

(b) 根據於2020年11月23日通過的股東決議案，本公司通過將上市前本公司股份溢價賬中49,999,900港元的進
賬款項資本化的方式，配發及發行合共4,999,990,000股股份。

(c) 於2020年12月16日，747,126,5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普通股在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上市時以每股13.16港
元的發售價發行。發行該等股份的所得款項總額約為9,832,184,000港元，於扣除上市開支約214,433,000港
元後，約7,471,000港元及9,610,280,000港元已分別計入本公司的股本及股份溢價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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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應付款項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款項 548,044 511,922
  

於2020年12月31日，貿易應付款項基於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3個月內 547,209 510,654
3至6個月 — 1,268
6個月至1年 835 —

  

548,044 51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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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新型冠狀病毒（「新型冠狀病毒」）爆發為包括中國經濟在內的全球經濟帶來前所未有的
挑戰及深刻影響。隨著消費者為應對新型冠狀病毒而改變日常家庭清潔護理方法及清
潔習慣，家庭清潔護理產品已成為中國消費者的生活必需品，導致對家庭清潔護理產品
的需求穩步上升。

2020年初的新型冠狀病毒爆發影響了本集團於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上半年的
營運及財務業績，並對營運能力造成壓力。雖然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突然爆發導致本公司
業務被迫暫停經營一段時間，本集團已於2020年1月26日全力投入恢復生產消毒產品，
並致力於在新型冠狀病毒爆發期間將產品提供予更多有需要的人士。在2020年初數月，
由於大多數傳統銷售和分銷渠道暫時關閉，電子商務渠道成為更受消費者追捧的零售
模式。通過掌握此消費者行為的變化，本集團能夠善用其發展線上銷售和分銷渠道的策
略，抓緊更多業務機會。隨著新型冠狀病毒的影響於2020年下半年在中國逐漸消退，中
國民眾的工作和生活逐漸回復正常，本集團的業務、營運及財務表現亦已恢復及重拾升
勢。本集團期望利用其在業界的優勢及領導地位，繼續為消費者提供卓越的產品和服
務，在不斷變化的市場環境中保持積極樂觀。

作為鞏固其市場地位的業務戰略一部分，本集團努力升級及改良現有家庭清潔護理產品
的質量、擴大產品類型及加強高端產品供應，以捕捉公眾及個人健康衛生意識增強、消
費需求增加及中國消費者日益偏好便捷清潔解決方案所帶來的業務機會。同時，本集團
致力通過本公司線上線下渠道宣傳科學清潔知識及豐富消費者服務，以贏取消費者的
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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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圍繞消費者進行產品開發，並以創新為驅動力，為中國消費者提供清潔解決方
案。去年，面對不斷變化的社會發展狀況及新型冠狀病毒，本集團在個人護理、衣物護
理及其他清潔工具領域推出多種新產品，以滿足消費者多樣化的清潔需求。例如，本集
團於去年推出一款名為藍月亮泡沫抑菌洗手液的新型抑菌泡沫洗手液，可有效抑制細
菌，並在每次洗手後提供長時間保護。本集團還推出泡沫時光廚房洗手液，其為一款廚
房洗手液，以氨基酸潔淨因子為主要活性成分，利用脫臭技術去除殘留異味。

本集團亦於去年升級並推出以下新版產品：

‧ 藍月亮濃縮柔順劑，一款濃縮軟化劑，其採用密集排列的軟分子技術，使衣物在洗
滌後更為柔軟。

‧ 藍色月光色漬淨，一款去漬劑，其採用新一代高能活性氧專業除污技術，同時高效
除菌。

此外，本集團還拓展現有產品範圍及開發清潔工具，以進一步滿足客戶的清潔需求。去
年，本集團開發了以下清潔產品：

‧ 月亮小屋洗碗網花，為一款洗碗網花，為一種全新類型的具有發明專利的餐具清潔
工具，其採用獨有的三維網結結構，可持續發泡，高效清潔各種污漬，同時不傷餐
具表面。

本集團亦擴大其高端產品供應，以佈局更高端市場及加強本集團作為高端個人護理品牌
的地位。在過去一年中，本集團升級了採用創新型水合平衡技術的淨享氨基酸洗手露，
以減少水分流失及避免在洗手後雙手乾燥。在包裝方面，本集團亦積極響應國家關於綠
色環保及資源節約的號召，推出補充裝，以幫助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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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本公司連續第十年獲得C-BPI洗衣液及洗手液行業品牌力第一。於2020年的雙
十一活動中，本公司是若干主要電子商務平台最暢銷洗衣劑排行榜中的首位。多年來的
電子商務發展及廣泛線下網絡搭建，讓本集團能夠優化其全渠道銷售及分銷基礎設施，
進一步提高產品滲透率。年內，本集團鞏固與主要電子商務平台的夥伴關係，並利用電
子商務平台的策略活動，深化其產品滲透率及觸達更廣泛的消費者群。與此同時，本集
團繼續加強與全國及地區零售商、經銷商的線下合作，利用該等客户合作夥伴的廣泛線
下網絡，為本地社區消費者提供更佳服務。本集團亦已擴大其線下零售佈局至涵蓋如藥
房、化妝品店、母嬰店及加油站等的新零售點。

去年，本集團通過一系列配合產品銷售的增值服務及活動等進一步加強與消費者的接
觸。本集團繼續開展知識營銷策略，根據其研究及生產經驗向消費者傳達家庭清潔護理
的知識及卓見。通過客戶服務熱線、在線諮詢及其他售後服務，本集團能夠擴大消費者
覆蓋範圍，以更多的方式服務消費者，同時根據所收集到的深刻見解進行策略優化，以
更好地滿足消費者偏好。

去年，本集團亦堅定實踐其商業倡議，成為一個兼負社會責任的企業及將民眾的健康
福祉視為其首要倡議之一。於2020年初由於受到新冠疫情突然爆發而需要暫停業務經營
一段短時間後，本集團已於2020年1月26日全力投入恢復生產消毒產品，並致力於在新
型冠狀病毒疫情期間將產品分發予更多有需要的人士。本集團向湖北省非盈利組織捐
贈了價值人民幣5.3百萬元的消毒產品，以支援醫護人員及公眾。憑藉其努力和貢獻，
藍月亮在中國公益節獲頒2020年度責任品牌獎。隨著新型冠狀病毒的影響在中國逐漸消
退，且本集團的業務、營運及財務表現恢復及重拾升勢，本公司期望繼續為消費者提供
卓越的產品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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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收益約6,996.3百萬港元，與截至2019年12月31日
止年度約7,049.9百萬港元相比保持相對穩定。本集團錄得經營溢利約1,746.1百萬港元，
較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增加約16.3%。

收益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的收益保持相對穩定，約為6,996.3百萬港元。其主
要由於衣物清潔護理產品的銷售下跌所致，其大體由個人清潔護理產品及家居清潔護
理產品的銷售上升所抵銷，而兩者均歸因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影響。新型冠狀病毒疫
情削弱了消費者對衣物清潔護理產品的需求，因為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期間，由於需保
持社交距離，消費者暫時減少了戶外活動，但卻提高了消費者的個人衛生意識，進而導
致銷售個人清潔護理產品及家居清潔護理產品所產生的收益大幅增長。下表載列於所
示期間本集團按產品類別劃分的產品銷售收益明細。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0年 2019年 變動（%）

收益 總計 收益 總計
千港元 （%） 千港元 （%）

衣物清潔護理產品 5,595,885 80.0 6,177,613 87.6 (9.4)
個人清潔護理產品 835,738 11.9 418,545 5.9 99.7
家居清潔護理產品 564,725 8.1 453,747 6.5 24.5

     

總計 6,996,348 100.0 7,049,905 100.0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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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通過線上銷售渠道（主要為電子商務平台及線上店舖）、大客戶（主要為大賣場及
超市）及線下分銷商來銷售產品。下表載列於所示期間本集團按渠道劃分的收益貢獻明
細。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0年 2019年 變動（%）

收益 總計 收益 總計
千港元 （%） 千港元 （%）

線上銷售渠道 3,774,453 53.9 3,328,158 47.2 13.4
直接銷售予大客戶 993,642 14.2 996,582 14.1 (0.3)
線下分銷商 2,228,253 31.9 2,725,165 38.7 (18.2)

     

總計 6,996,348 100.0 7,049,905 100.0 (0.8)
     

銷售成本

銷售成本保持相對穩定，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為2,482.6百萬港元，而截至2019
年12月31日止年度則約為2,526.9百萬港元。

毛利

本集團的毛利保持相對穩定，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為4,513.8百萬港元，而截
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則約為4,523.0百萬港元。毛利率保持相對穩定，於2020年為
64.5%，而於2019年則為64.2%。

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淨額

本集團的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淨額由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51.5百萬港元增加約
40.0%至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72.1百萬港元，乃主要由於政府補助的增加，有關
補助主要為抵銷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

銷售及分銷開支

本集團的銷售及分銷開支由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2,323.1百萬港元減少約13.2%至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2,016.6百萬港元，乃主要由於本集團(i)因應新型冠狀病毒
疫情導致線下渠道顧客流量減少，暫時對線下銷售團隊進行精簡，並隨後優化了銷售團
隊；及(ii)受益於為應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而發放的政府補助，降低了其僱員社會保險
開支，導致僱員福利開支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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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及行政開支

一般及行政開支由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747.8百萬港元增加約10.0%至截至2020
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822.4百萬港元，乃主要由於2020年產生與本公司在香港上市有關的
上市開支所致。

金融資產減值虧損撥備

本年度計提額外金融資產減值虧損撥備約0.8百萬港元，乃主要由於2020年12月31日的貿
易應收款項總額較2019年12月31日增加所致。

經營溢利

由於上文所述，本集團的經營溢利由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1,501.8百萬港元增加
約16.3%至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1,746.1百萬港元。

財務收入及成本

財務收入由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5.7百萬港元增加約89.5%至截至2020年12月31日
止年度約10.8百萬港元，主要與年內銀行結餘的增加一致。

財務成本由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32.2百萬港元減少約77.3%至截至2020年12月31
日止年度約7.3百萬港元，乃主要由於2020年因提前還款導致銀行借款的利息開支減少
所致。

除所得稅前溢利

由於上文所述，本集團的除所得稅前溢利由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1,475.2百萬港
元增加約18.6%至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1,749.6百萬港元。

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的所得稅開支由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395.6百萬港元增加約11.3%至截至
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440.2百萬港元。實際所得稅稅率由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
約26.8%降低至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25.2%，乃主要由於2019年12月31日就分派
中國附屬公司絕大部分保留盈利的預扣稅確認遞延稅項負債，而本年度則根據本集團
最新派息政策確認遞延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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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溢利及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由於上文所述，本集團溢利及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由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
約1,079.6百萬港元增加約21.3%至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1,309.4百萬港元。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每股盈利（基本及攤薄）分別約為26.03港仙及25.97港仙。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銀行存款和現金（包括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和受限
制現金）總額約10,938.9百萬港元，較2019年12月31日約716.0百萬港元增加約10,222.9百萬
港元。銀行存款及現金增加，主要因本集團上市募集資金、業績大幅增長而產生大量資
金。

於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約為9,794.3百萬港元（2019年12月31日：約
1,354.9百萬港元）。本集團的流動比率（流動資產╱流動負債）約為3.48倍（2019年12月31
日：約1.76倍）。

於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沒有任何借款。

資本開支及資本承擔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的資本開支約為339.4百萬港元，主要用於為本集團
的生產基地的產能擴張以及電腦軟件開發提供資金。

於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資本承擔約為187.0百萬港元，乃主要與為建設中的生產設
施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於若干現有生產設施擴充產能有關。

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2020年12月31日，賬面金額分別約為186.6百萬港元及229.1百萬港元（2019年12月31日：
分別約為202.8百萬港元及220.1百萬港元）的樓宇及土地使用權已抵押予銀行，以為本集
團的若干銀行融資提供抵押。

於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有受限制現金17.8百萬港元（2019年12月31日：約25.9百萬港
元），已存放於銀行為若干銀行融資提供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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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敞口

本集團的大多數附屬公司於中國經營，大部分交易及資產以人民幣計值。將人民幣兌換
為外幣須受中國政府頒佈的外匯管制規則及規例監管。由於本集團的財務架構及目前
營運簡單，故管理層並無進行任何對沖活動。

或然負債

於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重大投資、收購及出售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並無重大投資、收購及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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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後事件

於2020年6月28日，本公司向其當時唯一直接股東宣派中期股息2,300,000,000港元。於
2020年12月31日之後，本集團已使用其內部資源及根據融通協議（定義見本公司日期為
2020年12月4日之招股章程（「招股章程」））提取定期貸款融通悉數派付該筆股息。

於2021年1月6日，已就合共112,068,500股股份全面行使超額配股權，而本公司已按發售
價每股股份13.16港元配發及發行超額配發股份。發行該等超額配發股份的所得款項淨
額約為1,445百萬港元。

獎項

本集團已獲得眾多獎項及榮譽，以表彰其品牌、業務營運、產品及在企業社會責任方面
取得的成就。下表載列本集團於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獲得的重大獎項及榮譽的概
要：

獎項╱證書 頒發機構

1. 中國環境標誌優秀企業 生態環境發展中心

2. 全國性疫情防控重點保障企業 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

3. 廣東省知識產權示範企業 廣東省市場監督管理局（知識產權局）

4. 中國公益節2020年度責任品牌 中國公益節組委會

5. 洗衣液及洗手液C-BPI黃金品牌 中國企業品牌顧問有限公司

6. 粵港清潔生產優越夥伴（製造業） 香港環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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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

本集團強大的研發往績記錄為其業務帶來益處。本集團以雙線研發為重點，包括(i)推出
新產品以滿足消費者不斷轉變的喜好及提升用戶體驗；及(ii)開發並與消費者分享科學
及實用的清潔方法。

本集團於營運之初便成立研發技術中心，並於2015年成立藍月亮洗滌研究院，專門開發
及評估洗衣產品及方法。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本集團已於中國取得合共678個註冊
商標、158項專利及173項版權。

人力資源

於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約有7,898名僱員。僱員的薪金維持於具競爭力的水平，而花
紅亦會酌情發放，以獎勵其個人表現及對本集團的成就及業績所作出的貢獻。

展望、未來前景及策略

去年中國經濟受到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不利影響，2020年初本集團的業務及財務業績同
樣受到不利影響。

然而，與其他行業相比，本集團經營所在的中國家庭清潔護理品類受到的負面影響相對
較輕微。儘管今年初數月經濟下行及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持續，但由於對家庭清潔護理產
品的需求增加，家庭清潔護理品類得以迅速復蘇。當中國及世界各地正在積極利用疫
苗、隔離及其他措施對抗新型冠狀病毒並致力恢復正常的經濟社會活動時，本集團對家
庭清潔護理產品行業的前景以及其業務營運感到樂觀。

作為本集團業務的核心策略，本集團計劃拓展及升級產品種類，鞏固市場領導地位。為
實現該等策略，本集團將繼續專注於新產品研發，根據消費者反饋和行業知識升級現有
產品，並把握合適的機會來擴展至新產品類別。

本集團認為其全渠道銷售及分銷網絡是其成功及競爭優勢的重要部分。因此，本集團計
劃進一步鞏固我們的全渠道分銷網絡及增加產品滲透，具體措施包括利用主要電子商
務平台等繼續鞏固其在線上渠道的領導地位，並將擴展至如社交電子商務等新興平台
及企業的線上採購系統。此外，本集團有意加強與線下分銷商的合作，以為本地社區消
費者提供更佳服務，並緊抓中國不同線級城市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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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計劃持續透過推廣科學清潔知識贏取消費者的信任。本集團通過不斷向消費者
傳遞科學家庭清潔護理知識使我們能脫穎而出。本集團致力以科學及專業化的方式打
造可信賴的品牌形象。本集團相信，隨著消費者掌握更多的家庭清潔護理相關知識，彼
等將會更加依賴本集團帶來彼等所想的生活。

本集團計劃拓闊服務範圍，提升消費者體驗。本集團擬透過提供全套產品及服務，為消
費者帶來無憂的「藍月亮」生活。本集團的洗衣服務協助消費者清潔頑固污漬，清潔顧問
會向消費者提供專業意見，客戶服務人員會提供產品支持。通過加強與消費者的互動，
本集團對彼等的消費需要有更深入的瞭解，使我們能開發更好的產品及提升客戶的忠
誠度。

本集團計劃持續加速數字化及生產網絡升級，進一步提升經營效率。具體措施包括投資
科技基礎設施，以加強其系統的數字化及提高其業務不同方面的經營效率，包括銷售及
分銷、供應鏈及存貨管理和物流管理方面等。

本集團的員工是其賴以成功及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最寶貴及最重要資產。本集團擬繼續
吸引、培訓及留聘優秀的員工及人才。此外，本集團將致力提供一個平台讓員工達成事
業抱負，以令本集團及員工均可取得成功。本集團亦擬吸納具有相關技能的專家人才支
持其業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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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

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建議派發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股份6.9港仙，合共
396,551,729港元。

企業管治

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常規乃以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
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載列的原則及守則條文為基礎，而本公司已採納《企業管
治守則》為其自身之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已自股份於2020年12月16日（「上市
日期」）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起適用於本公司。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於上市日期起至2020年12月31日期間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
所有適用守則條文。

董事會將定期檢討及提升其企業管治常規以確保本公司繼續符合《企業管治守則》的規
定。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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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其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各董事於獲委任時均獲發一份證券交
易行為守則，本公司其後每年發出兩次提示，分別在批准本公司中期業績的董事會會
議前30天及批准本公司全年業績的董事會會議前60天，提醒董事不得在公佈業績前（董
事禁止買賣股份期間）買賣本公司證券以及所有交易必須按《標準守則》進行。經作出特
定查詢後，各董事均已確認，於上市日期起至本公告日期期間，彼等均已遵守《標準守
則》的要求。

獨立非執行董事

於上市日期起至2020年12月31日期間，董事會符合(i)上市規則第3.10(1)條關於上市發行
人的董事會必須包括至少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的規定；(ii)上市規則第3.10(2)條關於其中
至少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必須具備適當的專業資格，或具備適當的會計或相關的財務
管理專長的規定；及(ii)上市規則第3.10A條所要求的獨立非執行董事必須佔董事會成員
人數至少三分之一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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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取得各獨立非執行董事根據上市規則第3.13條所載的獨立指引就其獨立性作出
的確認書。本公司認為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均為獨立人士。

審閱全年業績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及外部核數師已審閱本集團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
度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審核委員會亦已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以及其
內部控制和財務報告事宜。

本初步業績公告所載本集團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綜合資產負債表、綜合全面收
入表及其相關附註所列數字已獲得本集團核數師羅兵咸永道同意，該等數字乃本集團
本年度綜合財務報表草擬本所呈列的數額。羅兵咸永道就此進行的工作並不構成根據
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香港核數準則、香港審閱委聘準則或香港核證委聘準則的核證
委聘，因此，羅兵咸永道並無就本初步業績公告作出核證。

優先購買權

本公司經修訂及重列組織章程細則或開曼群島（本公司之註冊成立地點）所適用之法例並
無存在任何有關優先購買權的條文，規定本公司須按比例向現有股東提呈發售新股份。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自上市日期起及直至本公告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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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足公眾持股量

本公司已根據上市規則第8.08(1)(d)條獲聯交所豁免，而聯交所已接納佔本公司已發行股
本24.06%的較低公眾持股量。

根據本公司公開所得資料及據董事所知，於上市日期起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一直維持
聯交所所允許的規定最低公眾持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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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將於2021年6月25日（星期五）舉行。股東週年大
會通告將於2021年4月30日刊發及向股東（「股東」）發出。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如下：

(a) 為確定股東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資格，本公司將於2021年6月22日（星
期二）至2021年6月25日（星期五）（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
合資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所有已填妥之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必須
不遲於2021年6月21日（星期一）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以作登記。

(b) 末期股息將於2021年7月30日（星期五）或前後支付予於2021年7月7日（星期三）名列本
公司股東名冊內的股東。為確定股東獲派末期股息的資格，本公司將於2021年7月5
日（星期一）至2021年7月7日（星期三）（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期間將不會登記任何股份轉讓。為符合資格獲派發上述末期股息，所有過戶表格連
同有關股票必須不遲於2021年7月2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香港股
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以作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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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716
號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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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用途

於2020年12月首次公開發售本公司股份（連同於2021年1月因超額配股權（定義見招股章
程）獲全面行使而發行的股份）所得款項淨額（「所得款項淨額」）（經扣除包銷佣金及其他
估計開支）為11,004百萬港元，乃按及將按招股章程所載方式動用。

招股章程所載所得款項淨額的
擬定用途 所得款項淨額

截至2020年
12月31日
止年度

已動用金額

於2020年
12月31日

未動用金額
概約百萬港元 概約百萬港元 概約百萬港元

為業務擴充（包括產能擴充計劃）
　提供資金，購買設備及機器
　以便實施有關擴充計劃，
　以及發展本集團的洗衣服務 3,918 — 3,918
提高品牌知名度，進一步增強本集團的
　銷售及分銷網絡以及增加產品滲透 5,766 — 5,766
營運資金及其他一般公司用途 1,100 — 1,100
增強研發實力 220 — 220

   

總計 11,004 — 1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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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發初步業績公告及年報

本 初 步 業 績 公 告 分 別 刊 載 於 聯 交 所 網 站(www.hkexnews.hk)及 本 公 司 網 站
(www.bluemoon.com.cn)。本公司年報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並將分別在聯交所網站
及本公司網站登載。

承董事會命
藍月亮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潘東

香港，2021年3月29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潘東女士、羅秋平先生、羅東女士、潘國樑先生及肖海珊女士； 
非執行董事曹偉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Bruno Robert MERCIER先生、顏文玲女士及胡野碧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