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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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inomax Group Limited
盛諾集團有限公司
（根據開曼群島法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418）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年度業績公佈

表現摘要

• 報告期的收入較2019財政年度的約2,997.3百萬港元增加約234.4百萬港元或
7.8%至約3,231.7百萬港元。

• 報告期的毛利較2019財政年度的約605.3 百萬港元增加約18.5百萬港元或
3.1%至約623.8百萬港元。

• 報告期的溢利/（虧損）增加約273.1百萬港元或128.8％至溢利約61.1百萬港元，
而2019財政年度則錄得虧損約212.0百萬港元。

• 董事並不建議就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派付任何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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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業績

盛諾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報告期」）之經審核綜合業績，
連同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上一財政年度（「 2019財政年度」）的經審核比較數字如
下：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0年年12月31日止年度

2020年 2019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3,231,701 2,997,321

銷售成本 4 (2,607,886) (2,392,045)

毛利 623,815 605,276

其他收入 82,031 58,479

金融資產之減值虧損淨額 (1,932) (6,107)

其他虧損，淨額 (25,554) (67,140)

銷售及分銷開支 4 (319,528) (393,686)

行政開支 4 (202,400) (236,065)

財務成本 (39,050) (48,522)

研發成本 (48,380) (58,237)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69,002 (146,002)

所得稅開支 5 (7,948) (66,000)

年內溢利╱（虧損） 61,054 (21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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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2019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海外業務的即期匯兌差額 46,321 (6,699)

出售附屬公司的即期匯兌差額 – (9,623)

年內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46,321 (16,322)

年內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107,375 (228,324)

下列人士應佔年內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58,523 (216,509)

非控股權益 2,531 4,507

61,054 (212,002)

下列人士應佔年內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99,549 (224,578)

非控股權益 7,826 (3,746)

107,375 (228,324)

每股盈利╱（虧損）
—基本及攤薄（港仙） 7 3.34 (12.37)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續）
截至2020年年12月31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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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0年12月31日

2020年 2019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528,953 569,836
使用權資產 198,078 249,110
投資物業 33,479 33,376
無形資產 14,733 15,374
其他應收款項 8 82,109 136,977
遞延稅項資產 8,003 8,409

865,355 1,013,082

流動資產
存貨 585,510 491,845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8 813,930 559,476
應收票據 9 78,168 55,553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列賬之貿易應收
款項 10 24,072 44,696

已抵押銀行存款 10,260 1,79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36,915 240,320

1,648,855 1,393,681

資產總額 2,514,210 2,406,763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75,000 175,000
儲備 779,511 679,96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954,511 854,962
非控股權益 1,948 10,046

權益總額 956,459 865,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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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債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162,756 226,154

遞延政府補助 11 2,229 –

遞延稅項負債 17,048 29,874

182,033 256,028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678,034 532,053

應付票據 12 44,902 47,649

合約負債 12,559 466

無抵押銀行借款 547,224 622,863

租賃負債 75,468 59,429

應付稅款 17,531 23,267

1,375,718 1,285,727

負債總額 1,557,751 1,541,755

權益及負債總額 2,514,210 2,406,763

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2020年12月31日

2020年 2019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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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度

1. 一般事項

盛諾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生產及銷售健康及家居產品。本
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

本公司為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註冊辦事處的地址為香港九龍灣宏照道38

號企業廣場五期MegaBox 1座20樓2005-2007室。

本公司普通股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

本公司為聖諾盟企業有限公司（「聖諾盟企業」）的附屬公司，該公司為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
冊成立的公司。

若干附註的比較金額已重新分類，以符合本年度的呈列方式。

除另有說明外，本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呈列。

2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

2.1 編製基準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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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司條例》（香港法例第622

章）的規定編製。

(ii) 歷史成本法

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惟若干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列賬之
貿易應收款項按公平值列賬則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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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本集團已採納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本集團已於2020年1月1日開始的年度報告期間首次應用以下準則及修訂本：

2018年財務報告概念框架 經修改財務報告概念框架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
重大之定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業務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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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率基準變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與新冠肺炎疫情相關之租金減免

本集團已選擇於2020年1月1日提早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的修訂本：
與新冠肺炎疫情相關之租金減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修訂本允許本集團
（作為承租人）在滿足若干標準的情況下，不必將與新冠肺炎疫情直接相關之租金
減免作為租賃修訂入賬。

該等修訂本於2020年6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報告期間生效。

上述經修訂準則及框架對上個期間確認的金額並無任何影響，且預計不會對本期
間或未來期間有重大影響。

3. 收入及分部資料

首席營運決策者（「首席營運決策者」）被認定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執行董事」）。執行董事審閱
本集團之內部報告，以評估表現及分配資源。管理層根據該等報告釐定經營分部。

目前本集團分為以下三個地區市場：

中國市場 為中國內地（「中國」）、香港及澳門客戶製造及銷售健康及家居產
品及聚氨酯泡沫

北美市場 為美國（「美國」）、加拿大及其他北美國家的客戶製造及銷售健康
及家居產品

歐洲及其他海外市場 為海外客戶（中國市場及北美市場客戶除外）製造及銷售健康及
家居產品及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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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分部收入

下文載列按營業收入及可報告分部劃分的本集團收入的分析：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

中國市場 北美市場
歐洲及

其他海外市場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對外銷售 1,649,701 1,372,313 209,687 3,231,701

銷售成本 (2,607,886)
其他收入 82,031
金融資產之減值虧損淨額 (1,932)
其他虧損，淨額 (25,554)
銷售及分銷開支 (319,528)
行政開支 (202,400)
財務成本 (39,050)
研發成本 (48,380)

除所得稅前溢利 69,002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

中國市場 北美市場
歐洲及

其他海外市場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對外銷售 1,849,128 1,064,520 83,673 2,997,321

銷售成本 (2,392,045)
其他收入 58,479
金融資產之減值虧損淨額 (6,107)
其他虧損，淨額 (67,140)
銷售及分銷開支 (393,686)
行政開支 (236,065)
財務成本 (48,522)
研發成本 (58,237)

除所得稅前虧損 (146,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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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客戶合約收益細分

(a) 主要產品類型

於年內某個時間點確認之收益如下：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健康及家居產品 2,054,608 1,775,802

銷售聚氨酯泡沫 1,177,093 1,221,519

3,231,701 2,997,321

(b) 地域市場

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收入的資料乃按零售店及寄售專櫃所在位置或批發客戶所在
位置予以呈列。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市場
－中國 1,311,310 1,459,149

－香港、澳門及其他地方 338,391 389,979

北美市場
－美國 1,269,099 941,840

－其他 103,214 122,680

歐洲及其他海外市場 209,687 83,673

3,231,701 2,997,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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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其他分部資料

(a) 地域資料

本集團非流動資產（不包括其他應收款項及遞延稅項資產）的資料乃按資產的地理
位置予以呈列：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美國 370,411 446,127

中國 329,712 328,954

香港 19,130 22,034

越南 59,400 74,493

澳門 4 621

778,657 872,229

(b) 主要客戶的資料

年內來自北美市場的一位客戶的收入（貢獻本集團總收入的10%以上）如下：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A 323,451 361,790

(iv) 與客戶合約有關的負債

本集團已確認以下與客戶合約有關的負債：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預收客戶的健康及家居產品銷售款 12,559 466



11

(i) 合約相關資產及負債的重大變化

合約負債主要指從客戶收取的與香港及中國零售有關的預付款。合約負債增加乃
由於批發及零售活動增多所致。

(ii) 與合約負債有關的已確認收入

下表列示年內確認與結轉合約負債有關的收入金額。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健康及家居產品 466 893

4. 按性質劃分之開支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包括存貨撥備19,748,000港元 

（2019年：10,327,000港元） 2,098,601 1,900,950

僱員福利開支 417,731 450,621

無形資產攤銷 641 6,772

核數師酬金 3,680 5,038

銀行費用 8,602 8,819

百貨公司專櫃特許經營傭金 43,575 50,281

投資物業折舊 1,964 5,03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67,936 71,848

使用權資產折舊 75,168 73,934

法律及專業費用 18,126 28,502

市場推廣費 30,098 28,050

運輸費 81,594 82,606

其他 282,098 309,344

銷售成本、行政開支及銷售及分銷開支總額 3,129,814 3,021,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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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開支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附註i) 5,512 1,950

中國企業所得稅（附註ii) 18,390 37,819

來自中國附屬公司已分派溢利之中國預扣稅 11,409 24,102

美國所得稅（附註iii) – 385

35,311 64,256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撥備不足：
香港利得稅 335 (215)

中國企業所得稅 497 (2,738)

美國所得稅 (15,356) –

(14,524) (2,953)

遞延稅項 (12,839) 4,697

7,948 66,000

附註：

(i) 於2018年3月21日，香港立法會通過2017年稅務（修訂）（第7號）條例草案（「草案」），其引
入利得稅兩級制。該草案於2018年3月28日獲簽署成為法律且於翌日刊登憲報。根據利得
稅兩級制，合資格集團實體首2百萬港元溢利的稅率為8.25%，而超過2百萬港元的溢利
將按16.5%計稅，而只有由一組「關聯實體」提名的實體才有權選擇較低的稅率。不符合利
得稅兩級制資格的集團實體溢利將繼續按16.5%的劃一稅率計稅。

因此，香港利得稅乃按首2百萬港元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之8.25%計算，而超過2百萬港元之
部分則按估計應課稅溢利之16.5%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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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兩個
年度的中國企業所得稅乃按於中國成立之該等附屬公司之應課稅溢利之25%之法定稅率
計算，惟由相關政府機關批准為高新技術企業之若干中國附屬公司可享受15%的優惠稅
率。

(iii) 根據2017年減稅及就業法案，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美國企業稅率為21%。美國
所得稅包括(a)就估計美國聯邦所得稅收入按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固定稅率21%

（ 2019年：21%之固定稅率）計算之聯邦所得稅及(b)兩個期間內就各州的估計州應課稅
收入，按不同州所得稅率計算的州所得稅。特定州份的應課稅收入（即州應課稅收入）按
經作出州份稅項調整（其後分配或按比例分派至各州份）的聯邦應課稅收入（即按比例分
派或特別分配至本集團經營所在相關州份的應課稅收入百分比），根據先前年度的州報
稅表提供的分配因素而計算得出。

(iv) 根據越南企業所得稅（「越南企業所得稅」）法，越南企業所得稅乃按於越南成立之該等附
屬公司之應課稅溢利之20%之法定稅率計算，而該等公司於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
並無應課稅溢利。

6. 股息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未派付及宣派股息（ 2019年：無）。年內，本公司的一家附
屬公司向非控股權益宣派並派付股息15,924,000港元（2019年：宣派46,258,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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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之盈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年度溢利╱（虧損） 58,523 (216,509)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1,750,002 1,750,002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港仙） 3.34 (12.37)

計算截至2020年及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每股攤薄盈利╱（虧損）並無假設購股權獲行使，原
因是該等購股權的行使價高於股份於截至2020年及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平均市場價且彼
等具有反攤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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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694,915 437,611

減：信貸虧損撥備 (32,417) (30,751)

貿易應收款項，淨額 662,498 406,860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給予員工的墊款 2,249 1,744

應收現金代價（附註(a)） 123,654 148,603

於分租之投資淨額 4,132 –

其他應退還稅項 8,443 18,110

購置原材料之預付款及經營開支 49,049 64,652

租金及按金 30,603 41,426

其他 15,411 15,058

233,541 289,593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總額 896,039 696,453

非即期部分 82,109 136,977

即期部分 813,930 559,476

896,039 696,453

(a) 該結餘為於2019年完成出售成都新港海綿有限公司51％股權的應收代價。根據買賣協
議，總現金代價為人民幣157,000,000元（相當於約176,891,000港元），將分四期支付。年
內，本集團收到第二期款項人民幣30,000,000元（相當於33,266,000港元）。其餘分期付款
人民幣50,000,000元（相當於58,318,000港元）及人民幣57,000,000元（相當於65,336,000港
元）將分別在2021年及2022年到期應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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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透過其零售網絡（包括獨立零售店及位於百貨公司的寄售專櫃）及互聯網銷售進行零售
銷售。本集團亦向海外批發商及零售商直接出售健康及家居產品，亦向中國的傢具生產商出
售聚氨酯泡沫。於自營零售店進行的銷售及透過中國零售商進行的銷售以及互聯網銷售均以
現金或信用卡進行交易。就於寄售專櫃進行的銷售而言，由百貨公司向終端客戶收取現金，於
扣除特許經營傭金後，向本集團償還餘額。授予百貨公司的信貸期介乎30日至120日。就向批
發商、零售商及傢具生產商的銷售而言，本集團通常允許信貸期介乎7日至90日。.

經扣除信貸虧損撥備的貿易應收款項的賬齡分析（根據發票日期呈列）如下：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以內 397,758 217,711

31至60日 157,527 124,367

61至90日 86,883 38,876

91至180日 20,007 23,394

181至365日 323 2,512

662,498 406,860

9. 應收票據

該等金額為於報告期末尚未逾期的應收票據。以下為於報告期末按其到期時間呈列的應收票
據賬齡分析：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以內 10,523 8,832

31至60日 62,961 7,996

61至90日 1,213 9,840

91至180日 1,609 28,208

181至365日 1,862 677

78,168 55,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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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入上述之應收票據約73,124,000港元（ 2019年12月31日：39,549,000港元）已獲批准用以償付
貿易應付款項，當中應收票據之到期日於報告期末尚未屆滿。本集團之所有應收票據之到期
期限均少於一年。

截至2020年及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對應收票據進行減值評估，認為對手方違約之可
能性並不重大，因此並無作出信貸虧損撥備。

10.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列賬之貿易應收款項

本集團若干客戶（其合約現金流量僅為支付本金及利息）的貿易應收賬款在無追索權保收安排
下保收予聲譽良好的金融機構。因此，本集團的業務模式透過收取合約現金流量及出售該等
資產實現。因此，該等貿易應收賬款分類為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列賬的金融資產。

於2020年12月31日，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列賬的該等辦理保收的貿易應收賬款的實際
利率介乎每年1.23%至2.73%之間（ 2019年：為每年3.13%至4.35%)。於2020年及2019年12月31

日，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列賬之貿易應收款項之公平值變動並不重大，因此，概無公平
值變動於權益確認為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列賬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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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款項 509,854 342,597

應計薪金 41,173 44,025

應計經營開支 66,656 58,752

應計使用權費 8,963 5,959

應付非控股股東的款項（附註） 6,543 6,543

應付非控股股東之股息 – 26,849

遞延政府補助 4,284 –

已收可退還按金 8,268 12,855

其他應付稅款 19,346 20,901

應付利息 – 124

其他 15,176 13,448

170,409 189,456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680,263 532,053

減：
遞延政府補助之非即期部分 (2,229) –

即期部分 678,034 532,053

附註： 該款項為無抵押、非貿易性質、免息且應要求償還。

計入上述之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73,124,000港元（ 2019年：39,549,000港元）乃以已背書票據償
付，其應收票據之到期日於報告期末尚未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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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應付款項的信貸期介乎30至60日，而於各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的貿易應付款項的賬
齡分析如下。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以內 352,822 204,285

31至60日 93,842 94,940

61至90日 35,503 19,081

91至180日 19,041 17,746

超過180日 8,646 6,545

509,854 342,597

12. 應付票據

以下為報告期末按票據出具日期呈列的應付票據賬齡分析：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以內 8,579 6,107

31至60日 9,546 11,639

61至90日 3,202 6,481

91至180日 23,575 15,712

181至365日 – 7,710

44,902 47,649

於2020年12月31日，應付票據以已抵押銀行存款10,260,000港元作抵押（ 2019年：1,791,000港
元）並由本公司及其若干附屬公司提供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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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資本承擔

截至報告期末已簽約但未確認為負債的重大資本支出如下：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就收購已訂約但未於綜合財務報表撥備的物業、 

廠房及設備的資本開支 8,878 6,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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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按經營分部劃分的收入

於報告期，本集團的收入增加約234.4百萬港元或約7.8%至約3,231.7百萬港元（ 2019

財政年度：約2,997.3百萬港元）。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0年 2019年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

中國市場 1,649,701 1,849,128 (10.8%)

北美市場 1,372,313 1,064,520 28.9%

歐洲及其他海外市場 209,687 83,673 150.6%

總計 3,231,701 2,997,321 7.8%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宏觀經濟之影響，報告期內中國
市場的銷售額與2019財政年度相比減少約10.8％。

在北美市場，我們通過與更多新客戶建立業務關係擴大客戶基礎，因此報告期內該
地區的銷售額與2019財政年度相比增長約28.9％。

在歐洲及其他海外市場，我們於報告期間錄得該地區的銷售額較2019財政年度增加
約150.6％。該增長乃由於我們向越南客戶銷售增多所致。

毛利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的毛利（「毛利」）增加約18.5百萬港元或3.1%至約623.8百萬港
元，而2019財政年度則為約605.3百萬港元。毛利率由2019財政年度的約20.2%下降
0.9%至約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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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潤率下降乃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導致本集團上半年業務活動放緩所致。

成本及開支

於報告期內，銷售及分銷成本從2019財政年度的約393.7百萬港元減少約74.2百萬港
元或18.8%至約319.5百萬港元。該減少主要由於員工成本及佣金費用減少約26.0百
萬港元、折舊及攤銷減少約11.3百萬港元及百貨公司專櫃的特許經營佣金減少約6.7

百萬港元所致。

於報告期內，行政開支從2019財政年度的約236.1百萬港元減少約33.7百萬港元或
14.3%至約202.4百萬港元。該減少主要由於員工成本減少約11.7百萬港元、法律及專
業費用減少約7.8百萬港元及折舊及攤銷減少約5.7百萬港元所致。

除稅前溢利

報告期的除稅前溢利約為69.0百萬港元，而2019財政年度錄得除稅前虧損約146.0百
萬港元。

扭虧為盈的主要原因如下：

(i)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確認的物業、廠房及設備、使用權資產、商譽和無形
資產的減值虧損減少；

(ii) 我們的美利堅合眾國（「美國」）工廠扭虧為盈；

(iii) 銷售及行政開支方面的成本節約；及

(iv) 收到政府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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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開支

所得稅開支中，本集團美國附屬公司稅項退還約15.4百萬港元（ 2019年：無）及支付
本集團中國附屬公司可分派溢利的中國預扣稅約11.4百萬港元，而2019財政年度約
為24.1百萬港元。

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

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經濟造成前所未有的中斷。2020年首四個月，我們的業務受到
新冠肺炎疫情的嚴重影響。客戶的需求疲弱，且在上述時間內內很難從海外供應商
採購材料及向全球客戶交付商品，主要由於全球物流中斷及整個全球供應鏈的廣泛
停業所致。2020年首四個月的銷售額與2019年同期相比減少約32.5％。因此，本集團
已採取各種成本控制措施以減少我們的經營成本，以減輕有關影響。

同時，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全球各國政府實施不同程度的全國性封鎖，及╱或
鼓勵居民宅家，令家居產品需求強勁增加。通過在線渠道網購的產品增多。自2020

年第二季度開始，銷售訂單開始回彈。報告期銷售額與2019財政年度相比增長約
7.8％。主要由於對幾個在線銷售客戶的銷售額增加所致。

本集團的流動資金狀況及營運資金充足概無受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影響。本集團將
密切監察有關情況及本集團所面臨的新冠肺炎疫情相關風險及不確定因素，不時評
估其對本集團財務狀況及業績的影響並作出積極應對。

流動資金、財務及資本資源

於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約為273.1百萬港元，而於2019年12月31

日則約為108.0百萬港元。

報告期的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約為114.7港元，而2019財政年度約為353.1百萬港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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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0年12月31日，銀行結餘及現金減少約103.4百萬港元或約43.0%至約136.9百萬
港元，而2019年12月31日則約為240.3百萬港元。

借款及抵押資產

於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銀行融資約為1,120.5百萬港元，其中約592.1百萬港元
已動用（2019財政年度：銀行融資約為1,554.0百萬港元，其中約670.5百萬港元已動用）
（該金額包括無抵押銀行借款及應付票據）。

資本開支

報告期本集團的資本開支約為29.4百萬港元（2019財政年度：70.2百萬港元），主要用
於購買本集團的設備及機器。

財務比率

於 於
2020年

12月31日
2019年

12月31日

流動比率(1) 119.9% 108.4%

速動比率(2) 77.3% 70.1%

資產負債比率(3) 57.2% 72.0%

債務對權益比率(4) 42.9% 44.2%

(1) 流動比率按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計算。

(2)  速動比率按流動資產減存貨除以流動負債計算。

(3)  資產負債比率通過日常業務過程中產生的計息債務除以權益總額而得出。

(4)  債務對權益比率按債務淨額除以權益總額計算。債務淨額被界定為包括所有借款扣除現金及
現金等價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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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東之特定履約責任

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聖諾盟國際貿易有限公司（「附屬公司」）（作為借款人）及本公
司（作為擔保人）與恒生銀行有限公司、華僑永亨銀行有限公司及大華銀行有限公司
（作為貸款人及授權牽頭安排人）以及恒生銀行有限公司（作為代理及抵押受託人）
訂立融資協議（「 2018年融資協議」），內容有關最多本金總額為35百萬美元及273百
萬港元之定期貸款融資（「 2018年貸款融資」），最終到期日為2018年融資協議日期後
滿三十六個月（於2020年12月31日之尚未償還貸款結餘為7.0百萬美元及54.6百萬港
元）。2018年融資協議規定（其中包括）倘於未經大多數貸款人事先同意下：(i)本公司
之控股股東聖諾盟企業有限公司（「聖諾盟企業」）不再維持（直接或間接）本公司全部
實益擁有權權益之至少51%；(ii)下列人士不再合共維持╱保留（直接或間接）聖諾盟
企業全部已發行股本之實益擁有權權益之至少51%：(a)林志凡先生；(b)張棟先生；(c)

上述(a)及(b)項所述之人士之任何父母、配偶、子女、兄弟或姐妹；及(d)主要受益人
為上述(a)至(c)項所述之任何一名或多名人士之任何信託；(iii)林志凡先生不再為董
事會主席；或(iv)林志凡先生不再對本公司之管理及業務維持控制權，則將發生違約
事件。

未能遵守任何上述有關本公司控制權之責任將觸發2018年融資協議項下之違約事
件，其可能導致（其中包括）取消於2018年融資協議項下之全部或任何部分承諾，且
於2018年貸款融資項下之全部或部分貸款成為即時到期應付或成為須按要求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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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本集團主要在香港、中國、美國及越南經營業務。本集團於中國及越南主要面對人
民幣及越南盾的外匯風險，而此種風險基本可做到收支相抵。本集團預期港元兌人
民幣及越南盾升值或貶值不會對本集團的經營業績產生任何重大影響，因而並無採
用任何對沖工具。本集團將會密切留意人民幣及越南盾走勢，必要時將採取適當的
措施以應對外匯風險。

庫務政策及市場風險

本集團設有庫務政策，旨在更有效地控制其庫務運作及降低借貸成本。該等庫務政
策要求本集團維持足夠水平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以及充分的可動用銀行融資，以
撥付本集團日常營運及應付短期資金需要。本集團不時檢討及評價庫務政策，以確
保其充足及有效程度。

前景

在爆發新冠肺炎疫情及中美貿易戰及對來自多個國家的進口產品徵收反傾銷稅之
後，美國進口商開始重新檢視供應鏈，及將更加重視有能力在美國供應產品的供應
商。我們在中國、美國及越南均設有工廠，因此能夠在全球範圍內為不同需求的客
戶提供產品能夠靈活地安排生產及物流時間，以最大程度地降低包括生產、關稅及
運輸在內的總體成本。

自去年以來，我們增加資源投放，通過在線銷售發展更多元化的客戶基礎。從2020年
第二季度開始，該等在線銷售的客戶銷售額開始增加。由於爆發新冠肺炎疫情，更
多的銷售通過在線渠道進行，其中Mattress-in-a-Box（「MIB」）乃在線渠道銷售的主
要產品之一。MIB需求令人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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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美國不斷增長的需求，我們打算增加在美國的生產能力。正如日期為2021年2月
1日的本公司公告所披露，我們簽訂了一份新的租賃協議，以租用位於我們現有美國
工廠附近的工廠。新租賃將促進並擴大本集團在美國現有工廠的業務，從而使本集
團能夠滿足其美國客戶日益增長的需求。為了應對美國不斷增長的需求，將投入更
多的設備及資源。

最近，各種關鍵材料的價格都在上漲，特別是在美國市場。我們將密切監控主要材
料的成本，並在必要時與客戶討論是否有可能將增加的成本轉嫁給我們客戶。同
時，我們將在各個地點安排我們的物流和生產時間表，並儘量減少總體成本。

本集團以旗艦品牌「 SINOMAX」在中國市場提供範圍廣泛的健康及家居產品。
本集團將藉多項市場推廣活動進一步提升品牌管理，以加強品牌認知度以及提升
「SINOMAX」品牌的健康、放鬆及舒適形象。「SPA Supreme 」及「Zeosleep 」品牌旗
下的銷量已穩定增長。本集團將持續向企業客戶推廣其品牌及產品，以吸引更多企
業銷售。本集團將繼續投放更多資源以透過電子商務加強銷售。

鑒於客戶需求增長，我們對未來表現甚是樂觀。本集團將繼續升級機器，以改善生
產效率及提高競爭力。

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的日後計劃

除本公佈上文「前景」一段所披露者外，本集團並無有關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的其他
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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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報告期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報告期後事項

從2020年12月31日至本公告日期，本集團未發生重大事件。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僱員總數為2,799人（ 2019財政年度：3,026人），報告期員
工總成本（包括董事酬金及購股權開支）約為425.7百萬港元（2019財政年度：約450.6

百萬港元）。員工成本減少主要由於員工總數減少所致。

本集團為僱員提供符合行業慣例並具競爭力的薪酬待遇及各種福利，包括視乎其在
本集團內的級別和等級享有住房及差旅津貼。本集團亦為僱員的利益投購醫療保
險。本集團為所有新僱員進行入職培訓，並在彼等受僱期間不時提供持續培訓。所
提供培訓的性質取決於彼等具體的工作領域。本集團亦實行僱員獎勵計劃，獎勵將
以晉升、加薪、獎金方式及購股權計劃的方式作出。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致力於維持高標準的企業管治以保障其股東的利益及提升企業價值及問責
性。本公司已採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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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作為其本身的企業管治守則。於報告
期，本公司已符合企業管治守則所載列的適用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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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一個條款不寬鬆於上市規則附錄10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
準守則（「標準守則」）所載的必守標準的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於報告期，
本公司已對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且全體董事確認彼等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必
守標準的規定。

審閱年度業績

董事會審核委員會已與本公司管理層一起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政策，並討
論檢討本集團於報告期內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及年度業績公佈及建議董事會採
納。

由獨立核數師審閱年度業績公告

本公司之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已就本集團載於本公告之報告期綜合損
益及全面收益表、綜合財務狀況表及其相關附註之數字與本集團於報告期之綜合財
務報表草擬稿所載金額核對一致。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就此執行之工作並不構
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業務準則或香港核證業務準
則規定所作之核證業務，因此，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並無對本公告作出核證聲
明。

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就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派付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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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股東週年大會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2021年6月8日至2021年6月11日（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手續，期間不會進行股份過戶登記。為符合資格出席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及於會上
投票，所有填妥的股份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2021年6月7日下午四時三十分
前交回本公司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登記，地址為香港皇后
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22樓。

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刊登年度業績及2020年年度報告

本 公 佈 已 刊 登 於 聯 交 所 網 站 ( w w w . h k e x n e w s . h k ) 及 本 公 司 網 站
(www.sinomax.com/group)。載有上市規則規定的所有資料的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
年度的年度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及分別在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刊
登。

代表董事會
盛諾集團有限公司 

林志凡
主席

香港，2021年3月22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林志凡先生（董事會主席）、張楝先生（總裁）、陳楓
先生、林錦祥先生（首席財務官及公司秘書）及林斐雯女士；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為王志強先生、林誠光教授、張傑先生及吳德龍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