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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年第一季度業績報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色

創業板乃為帶有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尤其在創業板上市的
公司毋須有過往溢利記錄，亦毋須預測未來溢利。此外，在創業板上市的公司
可能因其新興性質及該等公司經營業務的行業或所處的國家而帶有風險。有意
投資的人士應瞭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考慮後方作
出投資決定。創業板有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經驗
豐富的投資者。

鑑於在創業板上市的公司屬於新興性質，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在聯交
所主板買賣的證券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的證
券會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發佈創業板資料的主要方法是將資料刊登在聯交所為創業板而設的互聯網網頁
上。創業板上市公司通常毋須在憲報指定報章刊登付款公佈披露資料。因此，
有意投資的人士應注意彼等須瀏覽創業板網頁，方能取得創業板上市公司的最
新資料。

聯交所對本報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
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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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告乃遵照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的規定提供有關
東北虎藥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資料，本公司各董事（「董事」）願就本報
告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
及確信：－ (1)本報告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完整，且無誤導成分；(2)

本報告並無遺漏其他事項，致使本報告所載任何聲明產生誤導；及(3)本報告內
所表達的一切意見均經審慎周詳考慮後始行發表，並以公平合理的基準及假設
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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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虎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概要
（未經審核）

● 本公司截至2008年3月31日止3個月之營業額約為人民幣12,321,000元
（2007：人民幣10,787,000元），比去年同期上升14.2%。

● 本公司股東（「股東」）截至2008年3月31日止3個月之應佔溢利約為人民
幣791,000元（2007：虧損1,340,000元）。

● 本公司股份（「股份」）截至2008年3月31日之每股盈利約為人民幣0.1

分。

●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2008年3月31日止3個月之任何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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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虎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業績（未經審核）
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截至2008年3月31日止3個月之未經審核業
績，該等業績連同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截至3月31日止3個月
  2008年 2007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b 12,321 10,787

銷售成本  (8,653) (9,012)

毛利  3,668 1,775

其他收入 c 66 1

分銷及銷售支出  (1,004) (775)

一般、行政及其他營運支出  (1,935) (1,927)

經營溢利 d 795 (926)

財務費用  (4) (414)

除稅前溢利╱（虧損）  791 (1,340)

稅項 e – –

股東應佔溢利╱（虧損）  791 (1,340)

股息  不適用 不適用

  人民幣 人民幣

每股盈利╱（虧損）－基本 f 0.1分 (0.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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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虎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附註：

a.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公司未經審核報表是採用香港通用的會計準則，並遵循香港會計師公會的指引及

香港公司條例中有關披露的要求。所有報表是依據歷史成本慣例編製，某些固定資產

按公平價格計算。

本年度，公司採用了香港會計師公會所發布一些新的或修改後的會計準則。董事認為

採用該等會計準則對公司以前年度之業績無重大影響，故以前年度之調整並不適用。

編製本公司截至2008年3月31日止3個月的未經審核收入報表時所採用的主要會計政

策，與就截至2007年12月31日止年度所公佈的本公司經審核賬目所採用者相符。

b. 營業額

貨品銷售收入於貨品所有權的主要風險和回報轉移至買家時確認。

c. 其他收入

 截至3月31日止3個月

 2008年 2007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政府補貼 – –

其他 66 1

 66 1

政府補貼只在實際收到該等補貼時才予以確認。

d. 經營溢利╱（虧損）

經營溢利╱（虧損）在扣除下列項目後列賬：

 截至3月31日止3個月

 2008年 2007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利息支出 – 414

固定資產折舊 533 1,191

無形資產攤銷 – –

土地使用權攤銷 61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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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虎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e. 稅項

本公司是在中國吉林省吉林市高新產業開發區（「開發區」）成立的公司，按15%的稅

率交納企業所得稅。

本公司的稅項乃根據財務報表所載的收入計算，並就毋須課稅或不得用以扣減所得

稅的收入及支出項目作出調整。

f. 每股盈利╱（虧損）

本公司的每股基本虧損乃按各期間未經審核股東應佔虧損除以該等期間內分別已發

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截至2008年3月31日止3個月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分

別為746,654,240股（2007年：746,654,240股）。

由於在有關期間內並無具攤薄作用的潛在普通股，因此並無呈列每股攤薄虧損。

g. 分部報告

由於本公司之單一業務僅在中國製造及銷售藥品，故並無披露業務分部資料（主要分

部資料）。由於本公司之收益主要來自中國，且其資產皆在中國，故此未披露地區分

部資料。

儲備變動
儲備變動如下：

 資本儲備
 

   法定 任意盈餘 （累計虧損）╱
 股本溢價 其他 公益金 公積金 留存溢利 儲備總額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2007年1月1日結餘 19,027 11,326 3,928 5,757 (39,667) 371

期內股東應佔溢利╱（虧損） – – – – (1,340) (1,340)

2007年3月31日結餘 19,027 11,326 3,928 5,757 (41,007) (969)

2008年1月1日結餘 19,027 11,326 3,928 5,757 (35,580) 4,458

期內股東應佔溢利╱（虧損） – – – – 791 791

2008年3月31日結餘 19,027 11,326 3,928 5,757 (34,789) 5,249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2008年3月31日止3個月之中期股息（2007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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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及前景
業務回顧
截至2008年3月31日止3個月， 營業額為約人民幣12,321,000元（2007年：
10,787,000元），比去年同期上升14.2%。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因為醫藥行業的整
體營商環境進一步改善，同時產品的銷售組合有所改變了。

截至2008年3月31日止3個月，股東應佔溢利為約人民幣791,000元（2007年：
虧損人民幣1,340,000元）。溢利改善的主要是因為我國醫藥工業經濟效益有所
回升，公司產品的整體毛利率由去年同期的16.5%上升13.3%至29.8%。

前景
展望未來，隨著中國生活水準的提高、人口漸趨老齡化以及國民健康意識的提
高，醫療保健產品的需求將與日俱增，本公司也將會受益。我們將進一步開發
推廣適用於更廣泛人群的醫療保健產品。同時，人民幣升值、上游原輔材料成
本上漲、運費投入加大、勞動力成本提高等因素的影響值得關注。

流動資金、財政資源及資本架構
於2008年3月31日，本公司的總資產約人民幣109,338,000元，資金來源包括流
動負債約人民幣29,424,000元及股東權益約人民幣79,914,000元。

本公司通常主要以經營所賺取的現金償還負債。於2008年3月31日，本公司的
現金及銀行結餘人民幣約22,773,000元，而短期借款約為人民幣10,020,000

元，其中包括中國高科技投資公司所提供的人民幣10,000,000元無息無抵押貸
款。就公司目前的財務資源來看，董事認為公司應有足夠的資金供其持續運作
和發展。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2008年3月31日，本公司並無任何已承諾之借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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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監事之股份、認股權證及購股權權益
於2008年3月31日，(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包括持有或認定持有之股份及淡
倉）第XV部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
規定須本公司存置的登記冊內；或(c)根據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第5.46至5.67條
規定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董事、監事（「監事」）及彼等各自的聯繫人（按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界定的涵義）於本公司及其關聯法團擁有的權益如
下：

● 好倉股份
 個人擁有 概約
董事／監事姓名 的內資股數目 持股百分比
  (%)

徐哲 183,482,440 24.57

徐道田 150,644,480 20.18

張亞彬 1,618,960 0.22

冷占仁 1,349,140 0.18

 337,095,020 45.15

除上文披露者外，(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包括持有或認定持有之股份及淡
倉）第XV部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
規定須本公司存置的登記冊內；或(c)根據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第5.46至5.67

條規定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概無董董事、監事（「監事」）及彼等各自的聯繫
人（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界定的涵義）於本公司及其關聯法團擁有權
益。

董事及監事收購股份或債務證券之權利
截至2008年3月31日，本公司並無作為任何安排的一方，讓本公司董事及監事
可通過收購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團的股份或債務證券（包括債券）而獲取利益；
而本公司董事及監事或彼等的聯繫人（按創業板上市規則所界定的涵義）概無擁
有任何可認購本公司證券的權利或行使任何該等權利。



07
二零零八年第一季度業績報告

東北虎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股東
據董事及行政總裁所知，截至2008年3月31日，除本公司董事及監事以外，直
接或簡接擁有本公司的在任何情形下有投票權之任何級別股份或相關股份的權
益或淡倉5%或以上，而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2及3分部須予以披露如
下：

● 好倉股份
  約佔股權
名稱 所持內資股數目 百分比
  (%)

劉陽 194,194,580 26.01

除上文披露者外，截至2008年3月31日，本公司並未知悉有任何直接或簡接擁
有本公司的在任何情形下有投票權之任何級別股份或相關股份的權益或淡倉5%

或以上，而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2及3分部須予以披露。

競爭權益
概無本公司董事、管理層股東及彼等各自的聯繫人（按創業板上市規則所界定的
涵義）於任何與或可能與本公司業務構成競爭的業務擁有權益。

審核委員會
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28條，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遵照創業板上市規
則第5.29條，審核委員會的權力及責任已予適當載述。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責任
是審核和監控本公司財務申報。審核委員會由獨立非執行董事劉瑾女士、牛淑
敏女士及趙振興先生組成。劉瑾女士已於2008年1月25日辭職，故此本公司未
能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第5.05(1)條及5.28條之規
定。董事會將積極物色適當人選以填補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之
空缺，並全力爭取能在不符合有關規定後盡快落實該名人選。當上述委任落實
後，本公司將另行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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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已舉行了會議並審閱本公司截至2008年3月31日止的未經審核業
績，並認為該等未經審核業績乃遵照適用會計準則、有關規管及法律規定編製
及已作出足夠披露。

董事會常規及程式
除上文披露者外，董事認為，於回顧期內，本公司一直符合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5.34條至第5.45條的董事會常規及程式之規定。

董事證券交易的買賣準則及行為守則
本公司已就董事的證券交易，採納了一套不低於所規定的標準的行為守則。本
公司根據該守則已向所有董事作出了特定查詢，並確認本公司董事已經遵守了
關於董事證券交易的買賣準則及行為守則。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自本公司的H股於2002年2月28日開始在創業板買賣以來，本公司並無購買、
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承蒙各位股東的鼎力信賴、支持和理解，本人謹代表董事會致謝。

承董事會命
主席
徐哲

中國‧吉林
2008年5月9日

於本報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以下董事：

執行董事
徐哲
杜麗華
徐道田
冷佔仁

獨立非執行董事
牛淑敏
趙振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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