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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有關本集團的其他資料

1. 註冊成立

本公司於2007年12月27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一家獲豁免
有限公司，名稱為「BLUE MOON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藍月亮國際控
股有限公司」。我們的名稱於2008年5月21日變更為「Blue Moon Group Holdings Limited藍
月亮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我們的註冊辦事處位於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本公司在香港的營業地點位於香港皇后大道中183號新紀元廣場中遠大廈46樓4606

室。本公司於2008年6月2日根據前公司條例（香港法例第32章）第XI部註冊為一家海外公
司（現根據公司條例第16部稱為非香港公司）。潘女士（地址為香港貝沙山道8號貝沙灣
6期8A座49樓A室）於2008年4月21日獲委任為本公司的香港授權代表，以在香港接收須
送達本公司的法律程序文件及任何通知。本公司的香港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皇后大
道中183號新紀元廣場中遠大廈46樓4606室。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公司在中國的總部位於中國廣州市黃埔區雲埔工業區埔
南路36號。

由於本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故我們的營運須遵守開曼群島法律及組織章程
大綱及細則。本公司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相關章節及開曼群島公司法相關方面的概要
載於「附錄四 — 本公司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及開曼群島公司法概要」一節。

2. 本公司股本變動

於本公司註冊成立日期，本公司的法定股本為380,000港元，分為38,000,000股每股
面值0.01港元的股份。

自本公司註冊成立日期起直至本招股章程日期，本公司的已發行及繳足股本已發
生下列變動：

• 於2007年12月27日，本公司的一股面值為0.01港元的股份獲配發及發行（入賬
列作繳足）予本公司的初始認購人並於同日隨後轉讓予ZED。

• 於2010年11月19日，本公司的9,999股每股面值為0.01港元的股份獲配發及發行
（入賬列作繳足）予ZED。

• 於2010年11月20日，ZED轉讓本公司的全部10,000股每股面值為0.01港元的股份
予Asw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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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2020年9月23日，本公司將我們的法定股本由380,000港元（分為38,000,000股
每股面值0.01港元的股份）增至100,000,000港元（分為10,000,000,000股每股面值
0.01港元的股份）。

• 於2020年11月22日，根據本集團的股權重組，Aswann所持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
本被分派予Aswann股東，方法為按彼等各自於Aswann所持普通股及優先股的
比例（按猶如1股優先股轉換1股普通股的轉換基準）作出實物分派。有關股權
重組的詳情，請參閱「歷史、重組及公司架構 — 股權重組及重組」一節。

緊隨上述我們的法定股本增加完成後，本公司的已發行股本為100港元，分為
1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的股份（均為繳足或入賬列作繳足），另99,999,900港元（分為
9,999,99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的股份）維持尚未發行。

緊隨全球發售（惟未計及根據超額配股權以及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授出
的任何尚未行使購股權獲行使而可能配發及發行的任何股份）及資本化發行完成後，我
們的已發行股本將為57,471,265港元，分為5,747,126,500股股份（均為繳足或入賬列作繳
足），另4,252,873,500股股份將維持尚未發行。

除上文及下文「A.有關本集團的其他資料 — 3.我們的唯一股東於2020年9月23日通過
的書面決議案」分節所披露者外，本公司的股本自其註冊成立日期以來概無任何變動。

3. 我們的唯一股東於2020年9月23日通過的書面決議案

於2020年9月23日，本公司的決議案獲股東通過，據此（其中包括）：

(a) 我們的法定股本由380,000港元（分為38,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的股份）增
至100,000,000港元（分為10,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的股份）；及

(b) 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的規則（其主要條款載於下文「D.首次公開發售前
購股權計劃」分節）獲批准及採納，且董事獲授權批准對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
權計劃規則作出的聯交所可接受或不反對的任何修訂，並可全權酌情授出可
據其認購股份的購股權，及因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授出的購股權
獲行使而配發、發行及處置股份，並可採取一切必要或合宜或權宜的步驟，
以實施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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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們的股東於2020年11月23日通過的書面決議案

於2020年11月23日，本公司的決議案獲股東通過，據此（其中包括）：

(a) 本公司批准及採納組織章程大綱及組織章程細則（待及自上市後生效）；及

(b) 待達成（或（倘適用）豁免）「全球發售的架構 — 全球發售的條件」一節所載的條
件後及根據下文所載條款：

(i) 全球發售及超額配股權獲批准及我們的董事獲授權實施全球發售（包括但
不限於同意全球發售的架構、全球發售下初步提呈發售以供認購的股份
數目增加或減少，及同意全球發售的發售價範圍及最終發售價）；

(ii) 上市獲批准及我們的董事獲授權實施上市；

(iii) 我們的董事獲授權根據全球發售配發及發行股份，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
刊發本招股章程及申請表格，及轉讓有關全球發售的股份數目；

(iv) 待本公司股份溢價賬擁有充足的結餘，或因根據全球發售發行發售股份而
錄得進賬款項後，我們的董事獲授權通過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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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於緊接上市日期前之營業日營業時間
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份持有人各自的股權比例（惟概無股東將
有權獲配發或發行任何零碎股份），按面值每股0.01港元向彼等（或彼等可
能指定的人士）配發及發行合共4,999,990,000股入賬列作繳足的股份，而
根據此決議案將予配發及發行的股份將在各方面與現有已發行股份享有
同等地位；

(v) 在上市規則第10.08條的「禁售」規定的規限下，我們的董事獲授一般無條
件授權以配發、發行及處置股份或可換股證券或購股權、認股權證或可
認購股份或該等可換股證券的類似權利，並作出或授出可能須行使該等
權力的要約、協議或購股權，惟我們的董事所配發或同意配發的股份（不
包括根據(i)供股，(ii)行使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授出的尚未行
使購股權，(iii)透過配發股份代替全部或部分股份股息的以股代息計劃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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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安排，或(iv)股東於股東大會上授出的特別授權所配發的股份）總數不
得超過以下各項的總和：

(A) 緊隨全球發售（惟未計及根據超額配股權以及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購
股權計劃授出的尚未行使購股權獲行使而可能配發及發行的任何股
份）及資本化發行完成後已發行股份總數的20%；及

(B) 本公司根據下文第(vi)段所述購回股份的一般授權所購回的股份（如
有）總數，

上述授權自通過此決議案直至下列最早發生者期間一直有效：(I)本公司
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II)細則或任何適用法律規定本公司須舉行下
屆股東週年大會的期限屆滿當日；及(III)股東在股東大會上以普通決議案
修訂或撤回此決議案當日（「相關期間」）；

(vi) 我們的董事獲授一般無條件授權，根據所有相關法律及上市規則的規定
行使本公司一切權力於聯交所或股份可能上市且獲證監會及聯交所就此
而言認可的任何其他證券交易所購回合共不超過緊隨全球發售（惟未計及
根據超額配股權以及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項下授出的尚未行使購
股權獲行使而可能發行的任何股份）及資本化發行完成後已發行股份總數
10%的股份，並使該授權在相關期間一直有效；及

(vii) 藉向可由董事根據有關一般授權配發或同意有條件或無條件配發及發行
的股份總面值增設相等於本公司根據上文第(vi)段所指購買股份的授權所
購回的股份總面值，擴大上文第(v)段所述的一般授權。

5. 重組

本集團旗下公司已實施及開展若干股權重組步驟，以籌備上市。詳情請參閱「歷
史、重組及公司架構 — 股權重組及重組」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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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們附屬公司股本的變動

本公司附屬公司的詳情載於「附錄一 — 會計師報告」一節。於緊接本招股章程日期
前兩年內，本公司附屬公司的股本發生下列變動：

• 於2020年6月3日，成都月亮小屋的註冊資本從人民幣8,000,000元增至人民幣
16,000,000元。

• 於2019年5月8日，藍月亮天津的註冊資本從30,000,000美元增至36,000,000美元。

• 於2019年1月8日，南通月亮小屋於中國註冊成立，註冊資本為人民幣8,000,000

元。

除上文及「附錄一 — 會計師報告」一節所載者外，我們附屬公司的股本於緊接本招
股章程日期前兩年內概無任何變動。

7. 本公司購回本身的證券

本分節載有聯交所規定須載入本招股章程的有關本公司購回本身證券的資料。

(a) 上市規則的規定

上市規則允許以聯交所作為第一上市地的公司在聯交所購回本身的證券，惟
須遵守若干限制，其中較為重要者概述如下：

(i) 股東批准

所有以聯交所作為第一上市地的公司的建議證券購回（如屬股份，必須繳
足）均須事先經股東通過普通決議案批准，以一般授權或就特定交易作出特別
批准的方式進行。

(ii) 資金來源

購回資金須為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及上市規則以及開曼群島
適用法律法規可合法作此用途的資金。上市公司不得以非現金代價或以並非
聯交所交易規則所規定的交收方式在聯交所購回本身證券。根據開曼群島公
司法，本公司任何購回可從本公司溢利、本公司的股份溢價賬或就購回目的
而新發行股份的所得款項，或由細則授權且在開曼群島公司法的規限下，從
資本撥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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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買賣限制

上市公司可在聯交所購回的股份總數最多為已發行股份總數的10%。未經
聯交所事先批准，緊隨購回後的30日期間內，上市公司不得發行或宣佈擬發
行新證券（惟因行使於購回前尚未行使的認股權證、購股權或要求公司須發行
證券的類似工具而發行證券除外）。此外，倘購買價較前五個股份在聯交所買
賣的交易日的平均收市價高出5%或以上，則該上市公司不得在聯交所購回股
份。倘購回證券將導致公眾所持上市證券數量低於聯交所規定的相關指定最
低百分比，則上市規則亦禁止該上市公司購回證券。公司須促使獲其委任購
回證券的經紀向聯交所披露聯交所可能要求的有關購回的資料。

(iv) 購回股份的地位

購回的所有證券（不論於聯交所或自其他途徑購回）將自動撤銷上市，而
該等證券的股票必須註銷及銷毀。

(v) 暫停購回

發生股價敏感事件或作出股價敏感決定後，直至公佈相關股價敏感資料
前，上市公司不得購回任何證券。尤其於緊接以下日期（以較早者為準）前一
個月期間內：(A)批准上市公司任何年度、半年度、季度或任何其他中期業績
（無論是否為上市規則所規定者）的董事會會議日期（由於該日期根據上市規則
最先知會聯交所）；及(B)上市公司根據上市規則刊發任何年度或半年度業績公
告、季度或任何其他中期業績公告（無論是否為上市規則所規定者）的最後期
限，上市公司不得於聯交所購回其股份，惟特殊情況除外。此外，倘上市公司
違反上市規則，則聯交所或會禁止其於聯交所購回證券。

(vi) 申報規定

在聯交所或從其他途徑購回證券的若干資料必須不遲於下一個營業日在
早市或任何開市前時段（以較早者為準）開始前30分鐘向聯交所報告。此外，
上市公司的年報須披露在有關年度購回證券的詳情，包括購回證券數目的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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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分析、每股股份的購買價或就全部購回支付的最高價及最低價（如相關）與
已付總價。

(vii) 核心關連人士

上市公司不得在知情的情況下於聯交所向「核心關連人士」（即公司或公司
任何附屬公司的董事、主要行政人員或主要股東或彼等的緊密聯繫人）購回證
券，而核心關連人士不得在知情的情況下向公司出售所持證券。

(b) 購回的理由

我們的董事相信，能夠購回我們的股份與本公司及股東的利益相符。購回股
份可增加每股資產淨值及╱或每股盈利，惟須視乎情況而定。我們的董事已尋求
獲授購回股份的一般授權以便本公司可適時靈活購回股份。任何情況下購回股份
的數目、價格及其他條款，將由我們的董事於相關時間考慮當時相關情況而釐定。

(c) 購回資金

購回證券時，本公司僅可動用根據其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上市規則以及開
曼群島適用法律規定可合法作此用途的資金。

倘股份購回期間任何時候全面行使購回授權，則可能對本公司的營運資金或
資本負債水平造成重大不利影響（與本招股章程所披露的狀況相比）。然而，倘董
事認為對本公司不時適宜的營運資金需求或資本負債水平有重大不利影響，則董
事不會行使購回授權。

(d) 一般資料

按緊隨全球發售（惟未計及根據超額配股權以及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項
下授出的尚未行使購股權獲行使而可能發行的任何股份）及資本化發行完成後已發
行的5,747,126,500股股份計算，本公司於以下事件（以較早者為準）前的期間全面行
使購回授權，則可購回最多約574,712,650股股份：

(i) 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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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細則或任何適用法律規定本公司須舉行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的期限屆滿時；
或

(iii) 股東在股東大會以普通決議案修訂或撤銷購回授權時。

概無董事或（據彼等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彼等任何緊密聯繫人目前有意向
本公司出售任何股份。

我們的董事已向聯交所承諾，在上市規則及開曼群島適用法律適用的範圍內，彼
等會根據上市規則及開曼群島適用法律行使購回授權。

倘購回股份導致股東於本公司投票權的權益比例增加，則有關增加將根據收購守
則視為收購。因此，一名或一組一致行動的股東可取得或鞏固對本公司的控制權，從
而須根據收購守則規則26的規定作出強制要約。除上文所述者外，據董事所知，根據
購回授權進行任何購回不會產生收購守則所述的任何後果。

倘購回股份導致公眾所持股份數量降至低於當時已發行股份的25%，則購回股份
須獲聯交所批准豁免遵守上文提到上市規則有關公眾持股量的規定方可進行。除特殊
情況外，此類豁免一般不會授出。

概無本公司核心關連人士知會本公司，表示倘購回授權被行使，彼等目前有意向
本公司出售股份，或承諾不會如此行事。

B. 有關我們業務的其他資料

1. 重大合約概要

緊接本招股章程日期前兩年內本集團訂立的重大或可屬重大的合約（並非於日常業
務過程中訂立的合約）如下：

(a)  本公司、中國國際金融香港證券有限公司、花旗環球金融亞洲有限公司、
Merrill Lynch Far East Limited、Merrill Lynch (Asia Pacific) Limited及香港包銷商
就香港公開發售所訂立日期為2020年12月3日的包銷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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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公司、Aswann、ZED、Blue Moon BVI、藍月亮集團、藍月亮實業、藍月亮
天津、藍月亮中國、藍月亮昆山、星朔廣州、月亮小屋集團、月亮小屋、潘女
士、HCM、CCIL、Hai Fei、Allied Power Limited及Van Group Limited就「歷史、
重組及公司架構」一節所指的股東協議所訂立日期為2020年6月28日的修訂契
據；

(c) 本公司、中銀香港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作為本條所述協議所載其管理的若干管
理賬戶的投資經理）、中國國際金融香港證券有限公司、花旗環球金融亞洲有
限公司、Merrill Lynch Far East Limited、中銀國際亞洲有限公司及聯席全球協
調人所訂立日期為2020年12月2日的基石投資協議，據此，中銀香港資產管理
有限公司（作為本條所述協議所載若干管理賬戶的投資經理）同意促使該等管
理賬戶認購以232,500,000港元按發售價可購買的發售股份數目；

(d) 本公司、大眾（香港）國際有限公司、中國國際金融香港證券有限公司、花旗
環球金融亞洲有限公司、Merrill Lynch Far East Limited及聯席全球協調人所訂
立日期為2020年12月2日的基石投資協議，據此，大眾（香港）國際有限公司同
意認購以相等於45,000,000美元的等額港元按發售價可購買的發售股份數目；

(e) 本公司、富敦資金管理有限公司（作為代表本條所述協議所載其管理的若干基
金及投資賬戶的投資經理）、中國國際金融香港證券有限公司、花旗環球金融
亞洲有限公司、Merrill Lynch Far East Limited及聯席全球協調人所訂立日期為
2020年12月2日的基石投資協議，據此，各方同意由富敦資金管理有限公司管
理的若干基金及投資賬戶將認購以相等於30,000,000美元的等額港元按發售價
可購買的發售股份數目；

(f) 本公司、益添投資有限公司、中國國際金融香港證券有限公司、花旗環球金
融亞洲有限公司、Merrill Lynch Far East Limited、法國巴黎證券（亞洲）有限公
司及聯席全球協調人所訂立日期為2020年12月2日的基石投資協議，據此，益
添投資有限公司同意認購以相等於45,000,000美元的等額港元按發售價可購買
的發售股份數目；

(g) 本公司、Poly Platinum Enterprises Limited、中國國際金融香港證券有限公司、
花旗環球金融亞洲有限公司、Merrill Lynch Far East Limited及聯席全球協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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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訂立日期為2020年12月2日的基石投資協議，據此，Poly Platinum Enterprises 

Limited同意認購以271,250,000港元按發售價可購買的發售股份數目；及

(h) 本公司、Veritas Asset Management LLP、中國國際金融香港證券有限公司、花
旗環球金融亞洲有限公司、Merrill Lynch Far East Limited及聯席全球協調人所訂
立日期為2020年12月2日的基石投資協議，據此，Veritas Asset Management LLP

同意認購以相等於50,000,000美元的等額港元按發售價可購買的發售股份數目。

2. 知識產權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下列知識產權對本集團業務具有重大意義：

(a) 商標

(i)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已註冊下列對我們的業務具有重大意義的商
標：

編號 商標 類別 註冊擁有人
註冊
地點 註冊編號 註冊日期 到期日       

1. 3、5 藍月亮實業 香港 303731337 2016年4月1日 2026年3月31日

2. 35、
37、
41、43

藍月亮實業 香港 303003768 2014年5月21日 2024年5月20日

3. 3 藍月亮實業 中國 7613055 2010年11月7日 2030年11月6日

4. 5 藍月亮實業 中國 7613053 2011年1月21日 2031年1月20日

5. 3 藍月亮實業 中國 4312816 2007年12月21日 2027年12月20日

6. 9 藍月亮實業 中國 20901792 2019年10月7日 2029年10月6日

7. 3 藍月亮實業 中國 16118349 2016年9月7日 2026年9月6日

8. 3 藍月亮實業 中國 21304444 2017年11月14日 2027年11月13日

9. 3 藍月亮實業 中國 11639144 2014年3月28日 2024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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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商標 類別 註冊擁有人
註冊
地點 註冊編號 註冊日期 到期日       

10. 3 藍月亮實業 中國 876074 1996年10月7日 2026年10月6日

11. 3 藍月亮實業 中國 33062572 2019年5月7日 2029年5月6日

12. 3 藍月亮實業 中國 36213285 2019年12月14日 2029年12月13日

13. 5 藍月亮實業 中國 9808631 2012年10月7日 2022年10月6日

14. 5 藍月亮實業 中國 4833639 2009年2月14日 2029年2月13日

15. 5 藍月亮實業 中國 5034245 2009年7月28日 2029年7月27日

16. 5 藍月亮實業 中國 5034246 2009年7月28日 2029年7月27日

17. 3 藍月亮實業 中國 25835671 2018年8月7日 2028年8月6日

18. 3 藍月亮實業 中國 1484310 2000年12月7日 2030年12月6日

19. 3 藍月亮實業 中國 10272671 2013年2月14日 2023年2月13日

20. 3 藍月亮實業 中國 10272672 2013年2月14日 2023年2月13日

21. 3 藍月亮實業 中國 6980368 2010年6月7日 2030年6月6日

22. 3 藍月亮實業 中國 6980367 2010年6月7日 2030年6月6日

23. 3 藍月亮實業 中國 8748795 2011年12月7日 2021年12月6日

24. 3 藍月亮實業 中國 6764446 2010年4月7日 2030年4月6日

25. 3 藍月亮實業 中國 33062566 2019年9月28日 2029年9月27日

26. 37 藍月亮實業 中國 23679798 2018年9月14日 2028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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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商標 類別 註冊擁有人
註冊
地點 註冊編號 註冊日期 到期日       

27. 9、22 月亮小屋 中國 14909808 2015年11月7日 2025年11月6日

28. 37 月亮小屋 中國 9808628 2012年10月7日 2022年10月6日

29. 3 藍月亮實業 中國 40087862 2020年7月14日 2030年7月13日

30. 3 藍月亮實業 中國 39697690 2020年6月7日 2030年6月6日

31. 35 藍月亮實業 中國 39659438 2020年6月7日 2030年6月6日

32. 3 藍月亮實業 中國 37168889 2020年5月28日 2030年5月27日

33. 3 藍月亮實業 中國 33062564 2020年6月28日 2030年6月27日

(ii)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已申請註冊下列對其業務具有重大意義的商
標：

編號 商標 類別 申請人 註冊地點 申請編號 申請日期      

1. 3 藍月亮實業 中國 40526601 2019年8月22日

2. 3 藍月亮實業 中國 42141974 2019年11月6日

3. 3 藍月亮實業 中國 47401002 2020年6月19日

4. 3 藍月亮實業 中國 47414350 2020年6月19日

5. 3 藍月亮實業 中國 50780927 2020年10月28日

6. 21 藍月亮實業 中國 50780387 2020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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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域名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已註冊下列對其業務具有重大意義的域名：

編號 域名 註冊擁有人
註冊
地點 註冊日期 到期日

     

1. bluemoon.com.cn 藍月亮中國 中國 1998年
　6月23日

2027年
　6月23日

2. bm.link 藍月亮中國 中國 2018年
　3月12日

2021年
　3月12日

3. xiyidashi.com 藍月亮中國 中國 2016年
　11月14日

2021年
　11月14日

4. xiyidashi.com.cn 藍月亮中國 中國 2016年
　11月14日

2021年
　11月14日

5. xididashi.com 藍月亮中國 中國 2016年
　11月21日

2021年
　11月21日

6. xididashi.com.cn 藍月亮中國 中國 2016年
　11月21日

2021年
　11月21日

7. xiyizaixian.com 藍月亮中國 中國 2012年
　9月11日

2021年
　9月11日

(c) 專利

(i)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擁有下列對其業務具有重大意義的專利：

編號 專利名稱
專利
類型 註冊擁有人

註冊
地點 專利編號 授出日期 到期日       

1. 一種緩溶型塊狀
　清潔劑及其
　製備方法

發明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0910038273.4 2009年
　3月27日

2029年
　3月26日

2. 一種衣物柔順劑及
　其製備方法

發明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010181142.4 2010年
　5月18日

2030年
　5月17日

3. 包裝瓶(500LF)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230040371.4 2012年
　2月27日

2022年
　2月26日

4. 包裝瓶(500DG)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230167098.1 2012年
　5月11日

2022年
　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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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專利名稱
專利
類型 註冊擁有人

註冊
地點 專利編號 授出日期 到期日       

5. 一種改善清潔
　組合物中香氣
　及外觀穩定性的
　方法及清潔
　組合物

發明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210182408.6 2012年
　6月5日

2032年
　6月4日

6. 包裝瓶(LG)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230348281.1 2012年
　7月27日

2022年
　7月26日

7. 泵頭(LG)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230452453.X 2012年
　9月20日

2022年
　9月19日

8. 包裝瓶(KC)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330041075.0 2013年
2月18日

2023年
2月17日

9. 包裝瓶(LH)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330041081.6 2013年
　2月18日

2023年
　2月17日

10. 包裝瓶蓋(LH)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330041082.0 2013年
　2月18日

2023年
　2月17日

11. 一種多腔瓶出液
　結構

發明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310328081.3 2013年
　7月31日

2033年
　7月30日

12. 一種雙腔瓶出液
　結構

實用新型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320462750.1 2013年
　7月31日

2023年
　7月30日

13. 包裝瓶(XA)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330407307.X 2013年
　8月22日

2023年
　8月21日

14. 一種快速檢測織物
　上蛋白質殘留的
　方法

發明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310551773.4 2013年
　11月8日

2033年
　11月7日

15. 一種噴液式容器蓋 實用新型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320706940.3 2013年
　11月11日

2023年
　11月10日

16. 一種固體容器
　定量蓋

實用新型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320706826.0 2013年
　11月11日

2023年
　11月10日

17. 包裝瓶(QB)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430029748.5 2014年
　2月17日

2024年
　2月16日

18. 包裝瓶(XB)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430029749.X 2014年
　2月17日

2024年
　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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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專利名稱
專利
類型 註冊擁有人

註冊
地點 專利編號 授出日期 到期日       

19. 包裝瓶(LI)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430070789.9 2014年
　3月28日

2024年
　3月27日

20. 按壓式噴頭改進
　裝置

實用新型 藍月亮實業╱
　江蘇德晉
　塑膠包裝
　有限公司

中國 ZL201420498243.8 2014年
　8月29日

2024年
　8月28日

21. 雙色瓶蓋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430350619.6 2014年
　9月18日

2024年
　9月17日

22. 一種十二醇葡萄糖
　雙子表面活性劑
　複配物及其
　製備方法

發明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410521042.X 2014年
　9月30日

2034年
　9月29日

23. 一種泵頭結構 實用新型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520146558.0 2015年
　3月13日

2025年
　3月12日

24. 一種吸塑包裝結構 實用新型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520146360.2 2015年
　3月13日

2025年
　3月12日

25. 一種用於多腔瓶的
　出液蓋結構

實用新型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520145196.3 2015年
　3月13日

2025年
　3月12日

26. 乳液泵(600LI)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530328905.7 2015年
　8月28日

2025年
　8月27日

27. 一種新型手持式
　分配器

實用新型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520842580.9 2015年
　10月28日

2025年
　10月27日

28. 一種泵頭定向結構 實用新型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520842582.8 2015年
　10月28日

2025年
　10月27日

29. 一種便於握持的
　手持式分配器

實用新型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520844075.8 2015年
　10月28日

2025年
　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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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專利名稱
專利
類型 註冊擁有人

註冊
地點 專利編號 授出日期 到期日       

30. 一種乳液泵防開啟
　卡扣結構

實用新型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520842581.3 2015年
　10月28日

2025年
　10月27日

31. 一種手持式分配器
　壓頭限位結構

實用新型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521076328.8 2015年
　12月22日

2025年
　12月21日

32. 一種洗滌劑組合物 發明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610559102.6 2016年
　7月15日

2036年
　7月14日

33. 一種出液泵結構 實用新型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620803940.9 2016年
　7月28日

2026年
　7月27日

34. 一種液體容器結構
　及補充液系統

實用新型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620802925.2 2016年
　7月28日

2026年
　7月27日

35. 一種帶凹痕的
　包裝袋

實用新型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621153931.6 2016年
　10月31日

2026年
　10月30日

36. 一種補充液包裝袋 實用新型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621153934.X 2016年
　10月31日

2026年
　10月30日

37. 一種液體容器 實用新型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621187952.X 2016年
　11月4日

2026年
　11月3日

38. 一種液體容器 發明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610961086.3 2016年
　11月4日

2036年
　11月3日

39. 一種護理組合物、
　護理劑及其製備
　方法和應用

發明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611089573.1 2016年
　12月1日

2036年
　11月30日

40. 一種表面具有
　微孔道中空
　聚合物彈性微球
　及其製備方法和
　應用

發明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611089124.7 2016年
　12月1日

2036年
　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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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一種表面具有
　微孔道中空
　聚合物塑性微球
　及其製備方法和
　應用

發明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611089125.1 2016年
　12月1日

2036年
　11月30日

42. 一種按壓式噴頭
　改進裝置

實用新型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720374600.3 2017年
　4月11日

2027年
　4月10日

43. 一種倒置包裝瓶的
　瓶蓋

實用新型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720654447.X 2017年
　6月6日

2027年
　6月5日

44. 一種液體包裝瓶的
　倒置架結構

實用新型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720654349.6 2017年
　6月6日

2027年
　6月5日

45. 一種液體包裝瓶
　結構

實用新型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720654403.7 2017年
　6月6日

2027年
　6月5日

46. 一種液體包裝瓶 實用新型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720654420.0 2017年
　6月6日

2027年
　6月5日

47. 一種包裝瓶的瓶蓋 實用新型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720654350.9 2017年
　6月6日

2027年
　6月5日

48. 蓋(300QE)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730256318.0 2017年
　6月20日

2027年
　6月19日

49. 蓋(300QD)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730267645.6 2017年
　6月20日

2027年
　6月19日

50. 瓶(300QDE)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730256310.4 2017年
　6月20日

2027年
　6月19日

51. 瓶(300QE)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730256650.7 2017年
　6月20日

2027年
　6月19日

52. 包裝瓶(300QE-2)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730256010.6 2017年
　6月20日

2027年
　6月19日

53. 包裝瓶(300QE)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730256317.6 2017年
　6月20日

2027年
　6月19日

54. 瓶(300QD)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730256649.4 2017年
　6月20日

2027年
　6月19日

55. 包裝瓶(300QD)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730256316.1 2017年
　6月20日

2027年
　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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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一種量杯蓋結構 實用新型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720762151.X 2017年
　6月27日

2027年
　6月26日

57. 蓋(300QCF)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730295920.5 2017年
　7月7日

2027年
　7月6日

58. 瓶(300QC)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730295918.8 2017年
　7月7日

2027年
　7月6日

59. 瓶(300QF)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730295922.4 2017年
　7月7日

2027年
　7月6日

60. 包裝瓶(300QF)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730295937.0 2017年
　7月7日

2027年
　7月6日

61. 包裝瓶(300QC)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730295938.5 2017年
　7月7日

2027年
　7月6日

62. 一種帶線狀開口的
　補充液包裝袋

實用新型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720951385.9 2017年
　8月1日

2027年
　7月31日

63. 一種既易撕又方便
　儲運的補充液
　包裝袋

實用新型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720951391.4 2017年
　8月1日

2027年
　7月31日

64. 一種緩流瓶蓋 實用新型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721023824.6 2017年
　8月15日

2027年
　8月14日

65. 一種緩流瓶蓋 實用新型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721023844.3 2017年
　8月15日

2027年
　8月14日

66. 一種可定量擠出的
　包裝瓶結構

實用新型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721023941.2 2017年
　8月15日

2027年
　8月14日

67. 包裝瓶(300QD-2)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730617954.1 2017年
　12月7日

2027年
　12月6日

68. 瓶(280QC)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830127372.X 2018年
　4月2日

2028年
　4月1日

69. 包裝瓶(280QC)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830127093.3 2018年
　4月2日

2028年
　4月1日



— V-19 —

附 錄 五  法 定 及 一 般 資 料

889011 \ (Project Rocket) (27. 附錄五) \ 03/12/2020 \ X11

編號 專利名稱
專利
類型 註冊擁有人

註冊
地點 專利編號 授出日期 到期日       

70. 蓋(280QC)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830127388.0 2018年
　4月2日

2028年
　4月1日

71. 一種易更換瓶芯的
　液體容器

實用新型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821041407.9 2018年
　6月29日

2028年
　6月30日

72. 容器(01)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830352218.2 2018年
　6月30日

2028年
　6月29日

73. 瓶(05)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830346310.8 2018年
　6月30日

2028年
　6月29日

74. 支架(01)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830346071.6 2018年
　6月30日

2028年
　6月29日

75. 支架(02)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830345726.8 2018年
　6月30日

2028年
　6月29日

76. 支架(03)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830345644.3 2018年
　6月30日

2028年
　6月29日

77. 支架(04)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830352217.8 2018年
　6月30日

2028年
　6月29日

78. 支架(05)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830345842.X 2018年
　6月30日

2028年
　6月29日

79. 支架(06)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830345808.2 2018年
　6月30日

2028年
　6月29日

80. 瓶(06)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830609521.6 2018年
　10月30日

2028年
　10月29日

81. 瓶(07)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830609515.0 2018年
　10月30日

2028年
　10月29日

82. 出液嘴(XE)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830631448.2 2018年
　11月8日

2028年
　11月7日

83. 包裝瓶(XE-3)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830631439.3 2018年
　11月8日

2028年
　11月7日

84. 包裝瓶(XE-1)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830631437.4 2018年
　11月8日

2028年
　11月7日

85. 包裝瓶(XE-2)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830631440.6 2018年
　11月8日

2028年
　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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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一種雙劑型容器 實用新型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821841286.6 2018年
　11月8日

2028年
　11月7日

87. 一種新型雙劑瓶
　結構

實用新型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821841240.4 2018年
　11月8日

2028年
　11月7日

88. 一種雙劑瓶出液
　嘴結構

實用新型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821834804.1 2018年
　11月8日

2028年
　11月7日

89. 包裝瓶(XE-2-2)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930281505.3 2018年
　11月8日

2028年
　11月7日

90. 一種含水增香
　組合物

發明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910482773.0 2019年
　6月4日

2039年
　6月3日

91. 一種液體包裝袋 實用新型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920938561.4 2019年
　6月20日

2029年
　6月19日

92. 瓶(BH)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930342687.0 2019年
　6月28日

2029年
　6月27日

93. 一種液體包容器 實用新型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921221462.0 2019年
　7月29日

2029年
　7月28日

94. 一種包裝容器 實用新型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921221270.X 2019年
　7月29日

2029年
　7月28日

95. 一種液體容器用
　提拉蓋

實用新型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921406703.9 2019年
　8月27日

2029年
　8月26日

96. 蓋(LJ-1)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930501736.0 2019年
　9月11日

2029年
　9月10日

97. 吊鈎殼體(02)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930501367.5 2019年
　9月11日

2029年
　9月10日

98. 掛鈎殼體(01)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930501355.2 2019年
　9月11日

2029年
　9月10日

99. 掛鈎殼體(02)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930501739.4 2019年
　9月11日

2029年
　9月10日

100. 掛鈎殼體(03)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930501362.2 2019年
　9月11日

2029年
　9月10日

101. 瓶(LJ-2)）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930501363.7 2019年
　9月11日

2029年
　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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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蓋(LJ-2)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930501366.0 2019年
　9月11日

2029年
　9月10日

103. 瓶(LJ)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930501738.X 2019年
　9月11日

2029年
　9月10日

104. 瓶(LJ-1)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930501737.5 2019年
　9月11日

2029年
　9月10日

105. 吊鈎殼體(01)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930501364.1 2019年
　9月11日

2029年
　9月10日

106. 凝珠（星形）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930505329.7 2019年
　9月12日

2029年
　9月11日

107. 凝珠（三角形）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930505330.X 2019年
　9月12日

2029年
　9月11日

108. 凝珠（正方形）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930504930.4 2019年
　9月12日

2029年
　9月11日

109. 凝珠（月亮形）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930504932.3 2019年
　9月12日

2029年
　9月11日

110. 凝珠（瓣形）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930505331.4 2019年
　9月12日

2029年
　9月11日

111. 凝珠（水滴形）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930505328.2 2019年
　9月12日

2029年
　9月11日

112. 凝珠（四葉草形）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930504920.0 2019年
　9月12日

2029年
　9月11日

113. 瓶(LM-1)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930524475.4 2019年
　9月24日

2029年
　9月23日

114. 瓶(LM-2)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930525033.1 2019年
　9月24日

2029年
　9月23日

115. 一種容器蓋 實用新型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921651834.3 2019年
　9月29日

2029年
　9月28日

116. 一種防溢流蓋 實用新型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921651835.8 2019年
　9月29日

2029年
　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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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一種定量瓶 實用新型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921643716.8 2019年
　9月29日

2029年
　9月28日

118. 一種帶緩流功能的
　定量瓶

實用新型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921645256.2 2019年
　9月29日

2029年
　9月28日

119. 一種擠壓式定量瓶 實用新型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921643708.3 2019年
　9月29日

2029年
　9月28日

120. 一種帶限制件的
　定量包裝瓶

實用新型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921643744.X 2019年
　9月29日

2029年
　9月28日

121. 一種帶吸管的定量
　出液瓶

實用新型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921662142.9 2019年
　9月29日

2029年
　9月28日

122. 一種擠壓式定量
 包裝容器

實用新型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921645188.X 2019年
　9月29日

2029年
　9月28日

123. 一種防溢流蓋 實用新型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921651901.1 2019年
　9月29日

2029年
　9月28日

124. 包裝瓶蓋(480AK-1)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930618321.1 2019年
　11月11日

2029年
　11月10日

125. 包裝瓶蓋(480AK-2)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930618668.6 2019年
　11月11日

2029年
　11月10日

126. 包裝瓶(480AK-2)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930618718.0 2019年
　11月11日

2029年
　11月10日

127. 包裝瓶(480AK-3)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930618709.1 2019年
　11月11日

2029年
　11月10日

128. 包裝瓶(480AK-4)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930618333.4 2019年
　11月11日

2029年
　11月10日

129. 包裝瓶(480AK-5)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930618328.3 2019年
　11月11日

2029年
　12月11日

130. 包裝瓶(480AK-6)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930618692.X 2019年
　11月11日

2029年
　11月10日

131. 包裝瓶(480AK-1)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930618348.0 2019年
　11月11日

2029年
　12月11日

132. 瓶身(480AK-1)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930618666.7 2019年
　11月11日

2029年
　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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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瓶身(480AK-2)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930618294.8 2019年
　11月11日

2029年
　12月11日

134. 一種具有
　曲線掛鈎的
　潔廁用品
　延時釋放裝置

實用新型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922147805.X 2019年
　12月4日

2029年
　12月3日

135. 一種適用於
　馬桶側壁的
　曲線掛鈎結構

實用新型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1922149326.1 2019年
　12月4日

2029年
　12月3日

136. 包裝杯(20AI-3)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2030025548.8 2020年
　1月15日

2030年
　1月14日

137. 包裝杯(20AI-2)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2030025550.5 2020年
　1月15日

2030年
　1月14日

138. 包裝杯(20AI-1)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2030025554.3 2020年
　1月15日

2030年
　1月14日

139. 液體包裝容器 實用新型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2020087315.5 2020年
　1月15日

2030年
　1月14日

140. 包裝瓶(260QG)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2030092376.6 2020年
　3月18日

2030年
　3月17日

141. 泵頭(40KI)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ZL202030336805.X 2020年
　6月28日

2030年
　6月27日

(ii)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已申請註冊下列對我們的業務具有重大意義
的專利：

編號 專利名稱 專利類型 申請人 註冊地點 申請編號 申請日期
      

1. 一種表面具有微孔道
　中空聚合物脆性
　微球及其製備方法
　和應用

發明 藍月亮實業 中國 201611091127.4 2016年12月1日

2. 一種清潔組合物、
　清潔劑及其製備
　方法和應用

發明 藍月亮實業 中國 201611091079.9 2016年12月1日

3. 一種按壓式噴頭改進
　裝置

發明 藍月亮實業 中國 201710233348.9 2017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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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專利名稱 專利類型 申請人 註冊地點 申請編號 申請日期
      

4. 含水織物柔軟組合物 發明 藍月亮實業 中國 201710552417.2 2017年7月7日

5. 一種既易撕又方便
　儲運的補充液
　包裝袋

實用新型 藍月亮實業 中國 201710647613.8 2017年8月1日

6. 一種表面活性劑
　組合物

發明 藍月亮實業 中國 201810146789.X 2018年2月12日

7. 一種表面活性劑
　組合物

發明 藍月亮實業 中國 201810146579.0 2018年2月12日

8. 一種溫和護膚的
　洗滌劑組合物

發明 藍月亮實業 中國 201810146578.6 2018年2月12日

9. 一種洗滌劑組合物 發明 藍月亮實業 中國 201810146801.7 2018年2月12日

10. 一種洗滌劑組合物 發明 藍月亮實業 中國 201810146559.3 2018年2月12日

11. 一種洗滌劑組合物 發明 藍月亮實業 中國 201810146576.7 2018年2月12日

12. 一種油污剝離的測試
　方法

發明 藍月亮實業 中國 201810146787.0 2018年2月12日

13. 一種測試織物抗靜電
　的方法

發明 藍月亮實業 中國 201810364895.5 2018年4月23日

14. 一種織物PM2.5
　吸附量的測試方法

發明 藍月亮實業 中國 201810364905.5 2018年4月23日

15. 一種評價洗滌劑對
　餐盤油污洗滌效果
　的測試方法

發明 藍月亮實業 中國 201810662165.3 2018年6月25日

16. 一種評價洗滌劑
　防織物類洗碗工具
　黏油功效的測試
　方法

發明 藍月亮實業 中國 201810662146.0 2018年6月25日

17. 一種評價洗滌劑
　防海綿類洗碗工具
　黏油功效的測試
　方法

發明 藍月亮實業 中國 201810662688.8 2018年6月25日

18. 一種評價洗滌劑
　防手部黏油污功效
　的測試方法

發明 藍月亮實業 中國 201810662689.2 2018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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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專利名稱 專利類型 申請人 註冊地點 申請編號 申請日期
      

19. 一種易更換瓶芯的
　液體容器

發明 藍月亮實業 中國 201810714487.8 2018年6月29日

20. 容器(04)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201830352219.7 2018年6月30日

21. 一種潔廁劑延時釋放
　的方法

發明 藍月亮實業 中國 201910339489.8 2019年4月25日

22. 一種潔廁劑緩時釋放
　的方法

發明 藍月亮實業 中國 201910340269.7 2019年4月25日

23. 一種評價洗滌劑去污
　功效的測試方法

發明 藍月亮實業 中國 201910374340.3 2019年5月7日

24. 一種含油性組分的
　自增稠組合物

發明 藍月亮實業 中國 201910482774.5 2019年6月4日

25. 一種容器防溢流的
　方法及防溢流容器

發明 藍月亮實業 中國 201910939400.1 2019年9月29日

26. 包裝瓶(40KI)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202030337255.3 2020年6月28日

27. 一種洗滌劑組合物 發明 藍月亮實業 中國 202010680821.X 2020年7月15日

28. 一種洗衣袋 實用新型 藍月亮實業 中國 202021601899.X 2020年8月4日

29. 一種護洗袋 實用新型 藍月亮實業 中國 202021599187.9 2020年8月4日

30. 洗衣袋 設計 藍月亮實業 中國 202030437541.7 2020年8月4日

31. 液體自動分配裝置 實用新型 藍月亮實業 中國 202022543505.6 2020年11月5日

32. 自動分配器 實用新型 藍月亮實業 中國 202022540648.1 2020年11月5日

33. 氣液泵及洗手機 實用新型 藍月亮實業 中國 202022543559.2 2020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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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軟件著作權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已在中國註冊下列對其業務具有重大意義的軟
件著作權：

編號 軟件名稱 註冊編號 開發完成日期 首次公佈日期 註冊擁有人
     

1 藍月亮產品質量
　控制系統v2

2010SR042008 2008年12月7日 2008年12月16日 藍月亮實業

2 藍月亮生產車間
　控制系統v2

2010SR041959 2009年1月25日 2009年2月4日 藍月亮實業

3 藍月亮生產分析
　統計系統v2

2010SR042010 2009年1月21日 2009年2月11日 藍月亮實業

4 藍月亮生產數據
　控制系統v2

2010SR042009 2009年8月6日 2009年8月13日 藍月亮實業

5 藍月亮生產線
　監控系統v2

2010SR041961 2008年12月9日 2008年12月24日 藍月亮實業

6 藍月亮生產溫度
　控制系統V2

2010SR041958 2009年9月15日 2009年10月2日 藍月亮實業

7 潔廁液自動化貼標
　控制系統V1.0

2016SR378600 2016年8月31日 2016年9月10日 藍月亮實業

8 廁寶自動化生產
　控制系統V1.0

2016SR379863 2016年8月31日 2016年9月10日 藍月亮實業

9 RO膜濃水回收自動
　控制系統V1.0

2016SR379757 2016年8月31日 2016年9月10日 藍月亮實業

10 藍月亮移動銷售
　管理平台2.4.2

2018SR1030491 2018年8月6日 2018年8月6日 藍月亮中國

11 至尊洗衣
　（Android版）2.1.1

2019SR0359486 2018年11月6日 2018年11月6日 藍月亮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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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軟件名稱 註冊編號 開發完成日期 首次公佈日期 註冊擁有人
     

12 月亮小屋
　（Android版）

2019SR0963076 2019年7月2日 2019年7月2日 藍月亮中國

13 潔淨在身邊小程序
　1.1.1.1

2019SR1121615 2018年8月26日 2018年8月26日 月亮小屋

14 酒店洗衣服務管理
　系統V1.0

2019SR1345363 2018年8月26日 2018年8月26日 月亮小屋

15 潔淨無憂
　（Android版）
　[簡稱：潔淨無憂]
　V1.0.0

2020SR0381880 2019年12月23日 2020年12月27日 月亮小屋

16 立袋自動裝箱
　控制系統V1.0

2020SR0282123 2019年11月29日 未公佈 藍月亮實業

17 小料自動化工藝
　系統[簡稱：
　小料自動化]V1.0

2020SR0282262 2019年7月2日 2019年7月2日 藍月亮實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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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有關我們董事的其他資料

1. 權益披露

(a) 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的權益

緊隨全球發售（假設並無行使超額配股權）及資本化發行完成後，本公司董事
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以及於本公司相聯法團（定義見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持有的於股份在聯交所上
市後(i)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的規定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
益及╱或淡倉（如適用）（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相關條文被當作或視作擁有的權
益及╱或淡倉（如適用）），(ii)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載入該條所指登記冊
的權益及╱或淡倉（如適用），或(iii)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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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或淡倉（如適用）如下：

(i) 於股份中的權益及好倉

董事或 

主要行政人員姓名 權益性質 股份數目
所持股份
概約百分比   

潘女士(1) 於受控法團的
　權益 4,446,000,000 77.36%

羅先生(1) 配偶權益 4,446,000,000 77.36%

羅東女士(2) 實益擁有人 4,800,000 0.08%

潘國樑先生(3)(4) 實益擁有人 1,000,000 0.02%

於受控法團的
　權益 3,500,000 0.06%

肖海珊女士(5) 實益擁有人 1,000,000 0.02%

附註：

(1) 潘女士是ZED的唯一股東，而ZED(i)直接持有本公司77.17%的股份，及(ii)間接持有（作
為Van Group Limited的唯一股東）本公司0.19%的股份。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部，ZED被視為或當作於Van Group Limited實益擁有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潘女士及羅先生（潘女士的配偶）各自被視為或當作於ZED

及Van Group Limited實益擁有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2) 羅東女士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獲授購股權以認購4,800,000股股份。詳情請
參閱本附錄「D.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分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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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潘國樑先生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獲授購股權以認購1,000,000股股份。詳情
請參閱本附錄「D.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分節。

(4) 潘國樑先生為Allied Power Limited的唯一股東，而Allied Power Limited直接持有本公司
0.06%的股份。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潘國樑先生被視為或當作於Allied 

Power Limited實益擁有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5) 肖海珊女士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獲授購股權以認購1,000,000股股份。詳情
請參閱本附錄「D.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分節。

(ii) 於相聯法團股份的好倉

董事或主要行政
人員姓名

我們的相聯
法團名稱 權益性質 股份數目

所持
股份概約
百分比

     

潘女士 ZED(2) 實益擁有人 1股普通股 100%

潘女士(1) Van Group 
Limited(2)

於受控
法團的權益

1,000股
普通股

100%

羅先生 ZED(2) 配偶權益 1股普通股 100%

羅先生(1) Van Group 
Limited(2)

配偶權益 1,000股
普通股

100%

附註：

(1) 潘女士是ZED的唯一股東，而ZED持有Van Group Limited的全部已發行股本。因此，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潘女士及羅先生（潘女士的配偶）各自被視為或當作
於ZED實益擁有的Van Group Limited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2) 緊隨全球發售（假設超額配股權未獲行使及並未計及因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
計劃授出的任何尚未行使購股權獲行使而可能發行的任何股份）及資本化發行完
成後，ZED將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50%以上。因此，ZED是本公司的控股公司
及相聯法團。ZED持有Van Group Limited全部已發行股本。因此，Van Group Limited

是ZED的附屬公司，亦是本公司的相聯法團。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緊隨全球發售及資本化發行完成後，本公司董事或主要
行政人員概無於本公司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以及於本公司相聯法團（定義見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於股份在聯交所上市後(i)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的規定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
或淡倉（如適用）（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相關條文被當作或視作擁有的權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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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倉），(ii)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載入該條所指登記冊的權益及╱或淡倉
（如適用），或(iii)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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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或淡倉（如適用）。

(b) 主要股東的權益

除「主要股東」一節所披露者外，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的董事或主要行
政人員概不知悉有並非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的任何其他人士在緊隨全球發
售（假設超額配股權未獲行使）及資本化發行完成後，將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條文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的權益或淡
倉，或直接或間接擁有附帶權利可於任何情況下在本公司或本集團的任何其他成
員公司股東大會上投票的任何類別股本面值10%或以上的權益。

2. 委任函詳情

我們已與各董事訂立委任函。各委任函初步為期三年，或直至自上市日期起第三
屆股東週年大會為止（以較早者為準），且各董事須根據細則及上市規則所規定輪席告
退、重新提名及重選。

根據各執行董事（一方）與本公司（另一方）所訂立的委任函的條款，我們應付各執
行董事的年度董事袍金為每年500,000港元。

根據各非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一方）與本公司（另一方）所訂立的委任函的
條款，我們應付各非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的年度董事袍金為每年500,000港元。

本公司須向審核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各自的成員或薪酬委員會及提
名委員會各自的主席支付每年50,000港元的額外袍金，且須向審核委員會主席支付每年
100,000港元的額外袍金。

根據委任函，各董事均有權要求本公司補償其因履行職責而需要產生的合理開支。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董事與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訂立任何服務合約（不包括於
一年內屆滿或僱主可於一年內毋須賠償（法定賠償除外）而終止的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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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董事薪酬

有關董事薪酬的詳情，請參閱「董事及高級管理層 — 董事薪酬及五名最高薪酬人
士薪酬」一節。

4. 已收代理費用或佣金

除包銷協議所載者外，緊接本招股章程日期前兩年內，本集團概無就發行或銷售
本公司或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的任何資本或證券而向任何人士（包括董事及下文「E.其
他資料 — 6.專家資格及同意書」分節所述專家）授出任何佣金、折扣、經紀佣金或其他
特別條款。

5. 個人擔保

董事並未就本集團獲授的銀行融資提供以貸款人為受益人的個人擔保。

6. 免責聲明

(a) 概無董事或名列下文「E.其他資料 — 6.專家資格及同意書」分節的任何專家於
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的發起過程或於緊接本招股章程日期前兩年內本集團任
何成員公司收購、出售或租賃或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擬收購、出售或租賃的
資產中擁有任何直接或間接權益。

(b) 除與包銷協議有關者外，概無董事或名列下文「E.其他資料 — 6.專家資格及同
意書」分節的任何專家在對本集團業務具有重大意義且於本招股章程日期仍然
生效的任何合約或安排中擁有重大權益。

(c) 除本集團業務外，概無控股股東或董事於直接或間接與本集團業務競爭或可
能競爭的任何業務中擁有權益。

(d) 在本招股章程日期前兩年內，概無向本公司的任何發起人支付、配發或派發
任何現金、證券或其他利益，亦無意根據全球發售或所述相關交易支付、配
發或派發任何現金、證券或利益。

(e) 據董事所知，概無董事或彼等的聯繫人或預期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或以
上權益的任何股東於本集團五大客戶或五大供應商中擁有任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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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

1. 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

下文概述董事會於2020年9月23日採納的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的主要條款。
由於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將不涉及我們授出上市後可認購股份的購股權，因此，
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的條款不受上市規則第十七章的條文規限。

(a) 目的

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旨在激勵若干主要僱員為本公司及我們股東的整
體長期利益向本集團作出貢獻，並讓本集團可以靈活留任、激勵、獎勵其主要僱
員以及提供薪酬、補償及╱或福利。

(b) 可參與人士

董事會（就本段而言，包括獲正式授權的董事會委員會）可決定邀請董事會全
權酌情認為曾為或將為本集團作出貢獻的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的任何董事、僱員
或商業聯繫人接納購股權以認購股份。

為免生疑問，除非經董事另行確定，否則本公司向屬於上述任何類別參與者
的任何人士授出可認購股份或本集團其他證券的任何購股權本身不得當作按首次
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授出購股權論。

該等任何類別參與者獲授任何購股權的資格，將由董事不時根據董事認為該
參與者對本集團發展及增長所作貢獻而釐定。

(c) 股份數目上限

因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授出的所有尚未行使購股權獲行使而可予
發行的股份數目整體限額，不得超過以下兩者中之較低者(i)100,000,000股股份，及
(ii)緊隨全球發售（並無計及超額配股權的任何行使）及資本化發行完成後本公司已
發行股本的1.5%。

(d) 表現目標

購股權可按照有關其歸屬、行使或其他董事會全權酌情釐定的條款及條件（包
括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承授人或任何參與者組別達成若干表現目標及╱或達到
或實現里程碑）而予以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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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股份行使價

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授出的購股權的行使價將為3.76港元（不包括
經紀佣金、證監會交易徵費及聯交所交易費）。接納授出的購股權時應支付名義代
價1.00港元，除非已作出董事會滿意的其他行使價支付安排。

(f) 購股權的接納、歸屬及行使時間

參與者可於董事會釐定的有關時間內接納購股權，前提是於上市日期當日或
之後或於相關參與者因任何原因不再為參與者（由董事會釐定）後概無購股權仍可
供接納。

在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的其他條款及條件或致承授人的函件規限下，
承授人獲歸屬並有權於自上市日期起計滿一、二、三及四週年的各段購股權期間
（定義見下文）分別行使其購股權的四分之一（向上約整至最接近的每手買賣單位）
或其購股權的10%、20%、30%及40%（向上約整至最接近的每手買賣單位）（於各情
況下均於致相關承授人的函件中訂明），惟承授人須仍為有權行使其購股權的參與
者。

(g) 註銷已授出的購股權

已授出但尚未行使的任何購股權可由董事會註銷。本公司只會在首次公開發
售前購股權計劃有未發行購股權（不包括已註銷購股權）及符合首次公開發售前購
股權計劃的條款的情況下方會向同一承授人發行新購股權。

(h) 購股權失效

購股權於以下情況（以最早者為準）自動失效（以已歸屬但尚未行使或屆滿者為
限）：

(i) 購股權期間屆滿時，即董事會通知各承授人的期限（惟購股權必須獲行使
的期限不得超過自購股權授出日期起計十年）（「購股權期間」）；

(ii) (j)、(k)、(l)及(p)分段所述期限或日期屆滿時；

(iii) 下文(m)分段所述要約（或視情況而定，經修訂要約）的最終截止日期；

(iv) 待計劃安排生效後，(n)分段所述釐定安排計劃項下配額的記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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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在(o)分段規限下，本公司開始清盤之日；

(vi) 承授人違反或違背不得讓渡或轉讓購股權及承授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出售、
轉讓、抵押、按揭購股權，就購股權設置產權負擔，或就任何購股權為任
何第三方創造利益的限制之日；

(vii) 以下日期：

(1) 承授人（為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的僱員或董事）因違反本集團任何成
員公司的任何政策、嚴重失當行為被判有罪、未經同意披露任何屬
於本集團的貿易或商業機密、以其身份採取任何行動或作出任何事
宜而（本公司全權認為）令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聲譽受損，或被判定
干犯涉及其正直品格或誠信的任何刑事罪行或因僱主有權立即終止
其受僱的任何其他理由而被終止受僱、受聘或董事職務而不再為僱
員或董事之日；

(2) 承授人似乎無法償付或並無合理預期能夠償付債務，或已破產，或
被呈請申請破產，或已與其債權人全面達成任何債務償還安排或債
務重整協議，或被判定干犯涉及其正直品格或誠信的任何刑事罪行
之日；

(3) 對於身為商業聯繫人的承授人，有關合約因商業聯繫人違約而被終
止，

惟是否發生上文所列有關承授人的任何一項或多項事件，應（按董事會合
理認為）由董事會釐定屬完全、絕對及具有最終效力；

(viii) 除非董事會另行全權酌情決定，且除(j)至(p)分段所述情況外，承授人因任
何理由不再為參與者（由董事會決議案釐定）之日；及

(ix) 董事會註銷購股權之日。

倘承授人為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的僱員、董事或商業聯繫人，已授出但未歸
屬予承授人的購股權亦將於其因任何原因（因身故或完全及永久殘障及喪失行為能
力除外）不再為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的僱員、董事或商業聯繫人（視情況而定）之情
況下自動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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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期限

在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的條款（包括但不限於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
劃生效的先決條件）規限下，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將於其採納日期起至緊隨
上市日期後十年當日之後一天止期間有效及生效，在此期間後，首次公開發售前
購股權計劃的條文在所有方面將不再具有任何效力。為免生疑問，於上市日期或
之後，不得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授出購股權。

(j) 終止僱用時的權利

倘購股權承授人為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的僱員或董事，並因身故或完全及永
久殘障及喪失行為能力以外的任何原因或因上文(h)(vi)分段所述的其他理由而在悉
數行使其購股權前不再為僱員或董事，則承授人可於終止受僱之日起三個月內（或
董事會可能釐定並通知承授人的有關期間）隨時行使當時已歸屬（但尚未行使或屆
滿）的購股權，惟須在購股權期間內行使，終止受僱日期將為承授人在本集團實際
工作的最後日期，不論是否已支付代通知金。倘因辭職而終止受僱，且該承授人
於緊接辭職日期前為本集團高級管理層成員，則其不得直接或間接（有條件或無條
件）提呈、抵押、押記、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轉讓或處置在相關購股權行使而發行股
份之日後三個月期間內因購股權獲行使而向其發行的任何股份。

倘(i)承授人為簽訂定期合約的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的僱員、董事或商業聯繫
人，並因相關定期合約到期而本集團因(1)其身故或完全及永久殘障及喪失行為能
力，或(2)因上文(h)(vi)分段所述的其他理由以外的任何原因未有與其延長或重續合
約而不再為僱員、董事或商業聯繫人；或(ii)承授人為沒有簽訂定期合約的商業聯
繫人，而董事會全權酌情認為該名承授人因並非(1)身故或完全及永久殘障及喪失
行為能力；或(2)上文(h)(vi)分段所述的其他理由而不再向本集團提供任何顧問或諮
詢或其他類型的服務、支援、協助或貢獻，且在商業聯繫人向本集團提供最後一
次服務、支援、協助或貢獻後一年內以書面通知有關承授人，則承授人可於終止
受僱之日後12個月期間內（或董事會可能釐定並通知承授人的有關期間）行使當時
已歸屬（但尚未行使或屆滿）的購股權，惟須在相關購股權期間內行使，終止受僱
日期將為（在上文(i)的情況下）相關定期合約到期之日及（在上文(ii)的情況下）前述
向商業聯繫人發出的書面通知的日期，未有據此行使者即告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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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身故或完全及永久殘障或喪失行為能力時的權利

倘承授人在悉數行使購股權前身故或完全及永久殘障及喪失行為能力，且當
時並不存在與該承授人有關的終止僱用或委聘事件，則承授人的遺產代理人有權
自身故之日或完全及永久殘障及喪失行為能力之日後六個月期間內（或董事會可能
釐定並通知承授人及╱或承授人的遺產代理人的有關期間）行使最多相當於有關承
授人於其身故或完全及永久殘障及喪失行為能力之日所獲得的購股權（以於有關日
期其已獲歸屬並有權行使但尚未行使或屆滿者為限），惟須在相關購股權期間內行
使，未有據此行使者即告失效。

(l) 退休時的權利

倘承授人在悉數行使購股權前退休，且當時並不存在與該承授人有關的終止
僱用或委聘事件，則該承授人有權在退休之日（或在董事會可能釐定並通知承授人
的有關期間內，惟須在相關購股權期間內行使）享有該承授人於退休之日應享有的
配額（以於有關日期其已獲歸屬並有權行使但尚未行使或屆滿者為限），未有據此
行使者即告失效。

(m) 全面收購建議時的權利

倘藉收購或其他方式（計劃安排方式除外）向股東提出全面收購建議，而上述
收購建議在有關購股權屆滿日期前成為或宣佈成為無條件，則本公司須隨即向承
授人發出有關通知，而承授人有權在全面收購建議成為或宣佈為無條件後及直至
有關收購建議（或視情況而定，經修訂收購建議）截止前，隨時悉數行使購股權（無
論歸屬與否），或倘本公司隨即發出有關通知，則在本公司所通知的期限內隨時以
本公司所通知的限度行使購股權。在上述規定的規限下，任何未行使的購股權將
於有關收購建議（或視情況而定，經修訂收購建議）的最終截止日期自動失效。

(n) 以計劃安排方式收購時的權利

倘以計劃安排方式向全體股東提出股份全面收購建議，並且有關全面收購建
議已於任何購股權的購股權期間屆滿前於必要的會議上獲所需數目的股份持有人
批准，則本公司須隨即向承授人發出有關通知，而承授人有權於其後任何時間在
批准該計劃之會議後及直至釐定該計劃安排項下權利的記錄日期前，隨時悉數行
使購股權（無論歸屬與否），或倘本公司發出有關通知，則以本公司所通知的限度
行使購股權。在上述規定的規限下及以計劃生效為前提，任何未行使的購股權將
於釐定該計劃安排項下權利的記錄日期自動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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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清盤時的權利

倘本公司向股東發出通告召開股東大會，以審議並酌情批准有關本公司自願
清盤的決議案，則本公司須隨即向承授人發出有關通知，而承授人可於其後任何
時間（但並非於本公司通知的有關時間前）悉數行使購股權（無論歸屬與否），或倘
本公司發出有關通知，則以本公司所通知的限度行使購股權，且本公司須盡快及
無論如何不遲於擬舉行股東大會日期前三天，配發及發行因行使有關購股權而須
予發行的相關數目繳足股份，並以承授人的名義登記該等股份。

(p) 作出債務妥協或償還安排時的權利

倘本公司與股東及╱或債權人建議就本公司之重組或合併計劃訂立債務妥協
或償還安排（計劃安排除外），則本公司應於首次向其股東及╱或債權人發出大會
通告以召開大會審議該計劃或安排之同日向所有承授人發出有關通告，而承授人
可於其後隨時（惟於本公司通知之時間前）悉數行使購股權（無論歸屬與否），或倘
本公司發出有關通知，則以本公司所通知的限度行使購股權，且本公司須盡快及
無論如何不遲於擬舉行大會日期前三天，配發及發行因行使有關購股權而須予配
發及發行的相關數目繳足股份，並以承授人的名義登記該等股份。

(q) 調整

倘本公司於上市日期（但不包括該日）後進行任何資本化發行、供股、股份拆
細或股份合併或股本削減（為免生疑問，不包括任何因發行股份作為本公司所訂立
交易之代價而導致的本公司股本結構變動），則本公司就此委聘的核數師或獨立財
務顧問須釐定就購股權獲行使而將予發行股份的行使價及╱或數目的調整，且有
關核數師或獨立財務顧問須向董事會發出書面證明，表明其認為該等調整屬公平
合理。

任何有關調整均應使參與者獲得相同比例的本公司股本，且就購股權所涉及
股份的行使價或數量作出的有利於參與者的任何調整，均須於股東大會上獲本公
司批准，倘調整導致股份按低於面值的價格發行，則不得作出調整。

此外，將作出的任何調整將在適用範圍內遵守上市規則、聯交所不時發佈的
上市規則的任何指引╱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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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其他

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須待上市委員會批准因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
劃項下的購股權獲行使而可予發行的任何股份上市及買賣，以及股份在採納首次
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起計八個月內開始於聯交所買賣後，方可作實。該等條件
不能由董事會或股東豁免。本公司已向上市委員會申請批准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
購股權計劃已授出的任何購股權獲行使而將予發行的股份上市及買賣。

上述購股權承授人的權利受授出購股權的條款及條件規限。首次公開發售前
購股權計劃的條款及條件如需作出任何重大改動或已授出的購股權的條款需作出
任何變動，均須在股東大會上獲股東批准，惟有關改動可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購
股權計劃的現有條款自動生效則另作別論。

與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條款任何變更有關的董事或計劃管理人權限變
動，須經股東事先在股東大會上批准。

(s) 股份地位

因購股權獲行使而配發及發行的股份須受組織章程大綱及組織章程細則條文
規限，並將與已發行繳足股份享有同等地位。

在承授人有效行使購股權前，承授人無權就購股權所涉及股份投票，收取股
息或享有任何其他股東權利。股份乃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配發及發行
予承授人且相關股份以承授人的名義登記。

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分段內「股份」一詞包括本公司普通股股本中因本公司
不時進行股份拆細、合併、重新分類或股本重組而產生的相關面值股份。

(t) 終止

本公司可以股東普通決議案，或董事會可全權酌情隨時決定終止執行首次公
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在此情況下不得進一步提呈或授出購股權，但首次公開發
售前購股權計劃的所有其他方面仍具有十足效力及有效。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
計劃終止後，任何已授出但尚未行使且未屆滿的購股權將繼續按其配發及發行條
款及條件可予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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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已授出但尚未行使的購股權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已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向684名承授人授出
可認購合共61,651,000股股份的購股權，有關股份數目相當於緊隨全球發售及資本
化發行完成後經擴大已發行股份數目的1.07%，惟並無計及因超額配股權及根據首
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已授出的購股權獲行使而可能發行的任何股份。承授人
包括三名董事、七名本集團高級管理層成員及674名本集團現有僱員及商業聯繫人
（並非本集團董事、高級管理層成員或本集團關連人士）。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前
所有購股權已授出，且於上市日期前不會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進一步
授出購股權。

下表載列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項下承授人的詳細資料：

承授人姓名
於本集團
的職位 地址

每股股份
行使價

獲授購股權
所涉及
股份數目 授出日期 購股權期間

佔緊隨全球發售及
資本化發行完成後
已發行股份的概約
百分比
（附註1）

       

本公司董事

羅東女士 執行董事
兼首席
供應官

中國廣東
省廣州市
新塘鳳凰
城鳳盈苑
11號街1座
801室

3.76港元 4,800,000 2020年
9月23日

自授出日
期起計10

年

0.08%

潘國樑先生 執行董
事、首席
財務官兼
公司秘書

香港寶馬
山道39號
賽西湖大
廈13座23

樓A室

3.76港元 1,000,000 2020年
9月23日

自授出日
期起計10

年

0.02%

肖海珊女士 執行董事
兼首席營
運官

中國廣東
省廣州市
天河區信
成北街20

號604房

3.76港元 1,000,000 2020年
9月23日

自授出日
期起計10

年

0.02%

  

小計： 6,800,000 0.12%（附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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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授人姓名
於本集團
的職位 地址

每股股份
行使價

獲授購股權
所涉及
股份數目 授出日期 購股權期間

佔緊隨全球發售及
資本化發行完成後
已發行股份的概約
百分比
（附註1）

       

本集團高級管理層

劉志強先生 電商中心
總經理

中國廣東
省廣州市
天河區駿
景花園駿
灝軒 H 座
302

3.76港元 1,600,000 2020年
9月23日

自授出日
期起計10

年

0.03%

陳明亮先生 經銷中心
總經理

中國廣東
省廣州市
增城區新
塘鎮大林
邊二橫路
假日花園8

號1棟401

3.76港元 1,000,000 2020年
9月23日

自授出日
期起計10

年

0.02%

鄭翔龍先生 研發技術
中心總經
理

中國廣東
省廣州市
黃埔區峻
福路45號
1803房

3.76港元 1,200,000 2020年
9月23日

自授出日
期起計10

年

0.02%

林尚鵬先生 藍月亮洗
滌研究院
院長

中國廣東
省廣州市
翡翠綠洲
森林半島
九棟101房

3.76港元 1,000,000 2020年
9月23日

自授出日
期起計10

年

0.02%

閔建華先生 產品中心
總經理

中國廣東
省廣州市
黃埔區蘿
崗街道麓
林六街21

號

3.76港元 1,000,000 2020年
9月23日

自授出日
期起計10

年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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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授人姓名
於本集團
的職位 地址

每股股份
行使價

獲授購股權
所涉及
股份數目 授出日期 購股權期間

佔緊隨全球發售及
資本化發行完成後
已發行股份的概約
百分比
（附註1）

       

曾立群先生 傳播中心
總經理

中國廣東
省廣州市
東方新世
界第4棟
903房

3.76港元 720,000 2020年
9月23日

自授出日
期起計10

年

0.01%

徐玉玲女士 公共事務
部總經理

中國廣東
省廣州市
怡樂路怡
正街5號
2004房

3.76港元 400,000 2020年
9月23日

自授出日
期起計10

年

0.01%

  

小計： 6,920,000 0.12%（附註2）  

其他承授人

包括本集團
　現有僱員及
　商業聯繫
　人在內的
　674名
　承授人

3.76港元 47,931,000 2020年
9月23日

自授出日
期起計10

年

0.83%

  

總計： 61,651,000 1.07%（附註2）
  

附註1： 上表假設超額配股權及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項下的購股權未獲行使。在每個歸屬日
期，其所獲授購股權的四分之一（向上約整至最接近的每手買賣單位）或於上市日期起計滿
一、二、三及四週年的各段購股權期間，其所獲授的購股權的10%、20%、30%及40%（向上
約整至最接近的每手買賣單位）（於各情況下均於致相關承授人的函件中訂明）將歸屬予承授
人，惟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須達成董事會全權酌情釐定的若干表現目標及╱或達到或實現里
程碑。儘管如此，董事會可全權酌情修改歸屬時間表，並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的
條款歸屬其項下購股權所涉及任何比例的相關股份。

附註2︰ 由於約整關係，上述百分比相加未必相當於小計或總計數目。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授出的所有購股權尚
未行使且仍未行使。假設悉數歸屬及行使尚未行使的購股權，則緊隨上市後股東
的股權比例將攤薄1.07%（根據緊隨全球發售完成後（假設超額配股權未獲行使）的
5,747,126,500股已發行股份計算），對我們每股盈利的理論攤薄影響將為1.07%。

(v) 取得的豁免

本公司已申請並已(i)獲聯交所授出免除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17.02(1)(b)條及附
錄一A第27段披露規定的豁免；及(ii)獲證監會根據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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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A條授出免除本公司嚴格遵守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第342(1)條及附表三第
I部第10(d)段披露規定的豁免。有關豁免的進一步資料載於「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
則及豁免遵守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一節。

E. 其他資料

1. 遺產稅

董事獲悉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均不大可能有重大的遺產稅責任。

2. 聯席保薦人

各聯席保薦人均確認其符合上市規則第3A.07條所載適用於保薦人的獨立性標準。

各聯席保薦人將就擔任上市保薦人分別收取500,000美元的費用。

3. 登記手續

本公司的股東名冊將由Conyers Trust Company (Cayman) Limited存置於開曼群島，
而本公司香港股東名冊將由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存置於香港。除非董事另行同
意，所有股份過戶文件及其他所有權文件均須提交本公司於香港的證券登記分處辦理
登記，而不得提交於開曼群島。

4. 開辦費用

就上市規則而言，本公司並無產生任何重大開辦費用。

5. 發起人

就上市規則而言，本公司並無發起人。緊接本招股章程日期前兩年內，概無就本
招股章程所述全球發售或相關交易向任何發起人支付、配發或派發任何現金、證券或
其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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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專家資格及同意書

其意見或建議於本招股章程內載列或提述之專家的資格如下：

專家名稱 資格
  

中國國際金融香港證券
　有限公司

一家可進行證券及期貨條例項下第1類（證券交
易）、第2類（期貨合約交易）、第4類（就證券提供
意見）、第5類（就期貨合約提供意見）及第6類（就
機構融資提供意見）受規管活動的持牌法團

花旗環球金融亞洲有限公司 一家可進行證券及期貨條例項下第1類（證券交
易）、第2類（期貨合約交易）、第4類（就證券提供
意見）、第5類（就期貨合約提供意見）、第6類（就
機構融資提供意見）及第7類（提供自動化交易服
務）受規管活動的持牌法團

Merrill Lynch Far East Limited 一家可進行證券及期貨條例項下第1類（證券交
易）、第2類（期貨合約交易）、第4類（就證券提供
意見）及第6類（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受規管活動
的持牌法團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香港法例第50章專業會計師條例項下的會計師

香港法例第588章財務匯報局條例項下的註冊公
眾利益實體核數師

金杜律師事務所 中國法律顧問

康德明律師事務所 開曼群島法律顧問

弗若斯特沙利文（北京）諮詢
　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行業顧問

上文所列各方已就刊發本招股章程發出同意書，同意按既有形式及內容刊載其報
告及╱或函件及╱或意見及╱或引述其名稱，且迄今並無撤回同意書。

7. 約束力

倘依據本招股章程提出申請，本招股章程即具效力，使全部有關人士均須受公司
（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第44A及44B條的所有適用條文（罰則除外）約束。

8. 雙語招股章程

根據香港法例第32L章公司條例（豁免公司及招股章程遵從條文）公告第4條的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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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本招股章程的中英文版本分開刊發。

本招股章程及申請表格的中英文版本倘有任何歧義，概以其各自的英文版本為準。

9. 其他事項

(a) 除「歷史、重組及公司架構」、「股本」、「全球發售的架構」各節及本附錄五所
披露者外，於本招股章程日期前兩年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發行
或同意發行繳足或部分繳足的股份或借款資本，以換取現金或現金以外的代
價。

(b) 除「全球發售的架構」各節及本附錄五所披露者外，於本招股章程日期前兩年
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的股份或借款資本概無附有購股權，亦無有條
件或無條件同意附有購股權。

(c)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發行或同意發行任何發起人股份、管理層股份
或遞延股份。

(d) 本公司的股本及債務證券現時概無在任何其他證券交易所上市或買賣，亦無
正在尋求或擬尋求任何上市或買賣批准。

(e) 本公司並無尚未行使的可換股債務證券或債權證。

(f) 「E.其他資料 — 6.專家資格及同意書」分節所列各方概無：

(i) 於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的任何股份中擁有實益或非實益權益；或

(ii) 擁有認購或提名他人認購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證券的權利或購股權（不論
可否依法執行），惟與包銷協議有關者除外。

(g) 除本招股章程所披露者外，於緊接本招股章程日期前兩年內，概無就認購、
同意認購、促使認購或同意促使認購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的任何股份而
支付或應付任何佣金。

(h) 除本招股章程所披露者外，於本招股章程日期前12個月內，本集團並無遭遇
任何可能或已經對本集團財務狀況產生重大影響的業務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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