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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中期業績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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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披露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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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30日止6個月之營業額約為人民幣20,018,000元
（2008：人民幣30,255,000），比去年同期下降34%。

‧ 本公司股東（「股東」）截至2009年6月30日止6個月之應佔溢利╱（虧
損）約為人民幣462,000元（2008：人民幣1,540,000）。

‧ 本公司股份（「股份」）截至2009年6月30日之每股盈利╱（虧損）約為人
民幣0.1分。

‧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2009年6月30日止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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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公佈本公司截至2009年6月30日止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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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止6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3個月
  2009年 2008年 2009年 2008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b 20,018 30,255 11,437 17,934

銷售成本  (10,302) (21,865) (5,490) (13,212)

毛利  9,716 8,390 5,947 4,722

其他收入 c － (290) － (356)

分銷及銷售支出  (3,029) (2,161) (1,630) (1,157)

一般、行政及其他營運支出  (5,044) (4,392) (2,700) (2,457)

經營溢利╱（虧損） d 1,643 1,547 1,617 752

財務費用  (2) (7) 1 (3)

除稅前溢利╱（虧損）  1,641 1,540 1,618 749

稅項 e (1,179.00) – (1,179.00) –

股東應佔溢利╱（虧損）  462 1,540 439 749

股息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每股盈利╱（虧損）－基本 f 0.1 分 0.2分 0.1分 0.1分



03
二零零九年中期業績報告

東北虎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簡略資產負債表
  於2009年 於2008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無形資產淨值 h – –
土地所有權 i 10,722 10,844
固定資產淨值 j 39,863 40,934

  50,585 51,778
流動資產
存貨  11,316 14,789
應收帳款 k 27,719 19,872
員工借款  261 261
預付款項及其他流動資產  12,603 12,348
應收關聯方款項  –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1,679 11,610

  63,578 58,880
流動負債
短期貸款  20 20
應付賬款 l 11,464 9,322
預收客戶款項  301 –
預提費用及其他應付賬款  17,126 16,526

  28,911 25,868

流動總資產額淨值  34,667 33,012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85,252 84,790

非流動負債

長期貸款  – –

  85,252 84,790

股本及儲備
股本 m 74,665 74,665
儲備  10,587 10,125

股東權益  85,252 84,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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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虎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簡略現金流量表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09年 2008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活動所得之淨現金流入 158 4,159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89) (255)

融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 69 3,904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1,610 20,501

期末現金及銀行存款 11,679 24,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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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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30日止6個月的未經審核報表時所採用的主要會計政策，

與就截至2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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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3個月

 2009年 2008年 2009年 200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政府補貼 – – – –

－其他 – (290) – (356)

 – (290) – (356)

政府補貼只在實際收到該等補貼時才予以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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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虎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d. 經營溢利╱（虧損）

經營溢利在扣除下列項目後列賬：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3個月

 2009年 2008年 2009年 200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利息支出 – 760 – 760

－固定資產折舊 1,160 1,240 577 707

－土地所有權 122 122 61 61

－無形資產攤銷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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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遞延稅項根據資產負債表債務法，按資產及負債在財務報表的賬面值與稅務申報的

數額之間的差別作出撥備。資產及負債的首次確認（不影響會計及稅務溢利）視作不

作撥備的暫時性差異。遞延稅項乃依據資產及負債賬面值的預期變現或償還方法，按

照結算日已正式或實際施行的稅率計算撥備。

遞延稅項資產僅於可能出現之未來應課稅溢利可抵銷未動用之稅項虧損及稅項抵免

時，方會作出確認。遞延稅項資產僅於相關之稅項利益不可能變現時作出遞減。

f. 每股盈利╱（虧損）

本公司的每股基本盈利乃按各期間未經審核股東應佔溢利除以該等期間內分別已

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截至2009年6月30日止6個月及3個月已發行普通

股加權平均數分別為746,654,240股及746,654,240股（2008年：746,654,240

股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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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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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虎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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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無形資產淨值
 於2009年 於2008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初賬面淨值 – –
增加 – –
減值虧損 – –
攤銷 – –

期末賬面淨值 – –

i. 土地所有權
 於2009年 於2008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初賬面淨值 10,844 11,091
增加 – –
出售 – –
攤銷 (122) (247)

期末賬面淨值 10,722 10,844

j. 固定資產淨額
 於2009年 於2008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初賬面淨值 40,934 43,436
增加 89 1,276
減值虧損 – (1,292)
出售 – (5,112)
折舊 (1,160) 2,626

期末賬面淨值 39,863 40,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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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虎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k. 應收賬款淨值

 於2009年 於2008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賬款 67,801 59,954
減：呆賬撥備 (40,082) (40,082)

 27,719 19,872

應收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2009年 於2008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賬齡：
0至30日 1,778 10,326
31至60日 2,433 1,831
61至90日 3,907 1,991
91至180日 5,097 2,386
181至365日 14,386 3,338
超過365日 40,200 40,082

 67,801 59,954

為降低信貸風險，本公司密切監察客戶的欠款結餘，跟進欠款超過90日的客戶清付
情況及勒令營銷人員收回欠款。

l. 應付賬款
應付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2009年 於2008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賬齡：
0至1個月 1,794 3,926
1至6個月 4,885 1,702
6至12個月 224 660
1至2年 1,606 3,034
2年及以上 2,955 –

 11,464 9,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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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虎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m. 股本

 截至2009年6月30日 於2008年

 止6個月 12月31日

  金額   金額
 股份數目 人民幣千元 股份數目 人民幣千元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每股面值人民幣0.10元）

期初╱年初 746,654,240 74,665 746,654,240 74,665

配售股份 – – – –

購回股份 – – – –

期末 746,654,240 74,665 746,654,240 74,665

儲備變動
儲備變動如下：

 資本儲備
 

  資產重估   任意盈餘 （累計虧損）╱
 股本溢價 儲備 其他 法定公益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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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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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1,540 1,540

政府補貼轉入資本公積 – – – – – – –

分配到儲備金之溢利 – – – – – – –

2008年6月30日結餘 19,027 – 11,326 3,928 5,757 (34,040) 5,998

2009年1月1日結餘 19,027 – 11,326 3,928 5,757 (29,913) 10,125

期內股東應佔溢利 – – – – – 462 462

政府補貼轉入資本公積 – – – – – – –

分配到儲備金之溢利 – – – – – – –

2009年6月30日結餘 19,027 – 11,326 3,928 5,757 (29,451) 10,587



10
二零零九年中期業績報告

東北虎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2009年6月30日止6個月之中期股息(2008年：無）。

業務回顧及前景
業務回顧
本公司座落於中國吉林省吉林市高新產業開發區，主要在中國製造及銷售「東
北虎」品牌中藥，並進行醫藥研究及開發。本公司擁有多條已得到國家食品藥品
監督管理局發出的GMP及GSP認證之生產線，包括大容量註射劑、小容量註射
劑、顆粒劑、片劑、膠囊劑、滴丸劑及原料藥（蛹蟲草菌粉）等。目前公司的主
要產品包括路路通注射液、羚羊角注射液、蛹虫草菌粉胶 、石龍清血顆粒、羚
羊角滴丸、路路通血塞通注射液等。路路通注射液主治心腦血管病、視網膜中
央靜脈阻塞及眼前方出血等病症；石龍清血顆粒（國家三類中藥新藥）主治輕、
中度出血性中風、肝火上擾清竅症、肝陽暴亢及風火上擾清竅症；蛹蟲草菌粉
及蛹蟲草菌粉膠囊（國家一類中藥新藥）主治補腎益肺，止咳化痰。用於慢性支
氣管炎，長期肺氣虛及腎陽虛；羚羊角滴丸主治傷風感冒。

截至2009年6月30日止6個月， 營業額為約人民幣20,018,000元（2008年 : 

30,255,000元），比去年同期下降34%。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受金融危機的
影響，人們的銷費意欲大大降低，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對醫品，特別是對保健
品的需求。銷售毛利為約人民幣9,716,000元（2008年 : 8,390,000元），毛利
率比去年同期上升21%，主要是由於銷售組合有所改變，高毛利率的產品銷售
提升了。

截至2009年6月30日止6個月，股東應佔溢利為約人民幣462,000元（2008年: 

人民幣1,540,000元）。溢利下降的主要是因為分銷及銷售支出、一般、行政及
其他營運支出及稅金與去年同期相比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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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展望未來，中國將繼續醫療改革，中國醫療保健行業亦見持續增長。多個國家
及地區（包括中國）之經濟情況近來出現衰退，並會在一段長時間內持續不景。
金融市場持續動盪，對實體經濟產生不利影響，預期將繼續影響到實體經濟。

然而，值得欣慰的是，中國政府近期公佈一連串政策，包括放寬信貸限制及刺
激內部消費以帶動國民生產總值(GDP)增長。雖然該等新政策尚未對業務造成
重大影響，惟已有助於將來舒緩業務若干不利因素。長遠而言，本公司樂觀相
信，隨著內地人民收入增加，健康意識亦漸見加強，中國醫藥及醫療保健業之
商機仍然龐大。

流動資金、財政資源及資本架構
於2009年6月30日，本公司的總資產約人民幣114,163,000元，資金來源包括流
動負債約人民幣28,911,000元及股東權益約人民幣85,252,000元。

本公司通常主要以經營所賺取的現金償還負債。於2009年6月30日， 本公司的
現金及銀行結餘人民幣11,679,0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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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披露外, 於2009年6月30日，本公司並無其他已承諾之借貸。

董事及監事之股份、認股權證及購股權權益
於2009年6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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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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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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監事姓名 個人擁有的內資股數目 概約持股百分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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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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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東
據董事及行政總裁所知，截至2009年6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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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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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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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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己成立審核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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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繼陽先生、牛
淑敏女士及趙振興先生組成。

審核委員會已舉行了會議並審閱本公司截至2009年6月30日止之年度的未經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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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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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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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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各級員工不懈努力和奉獻， 在此本人謹代表董事會表
示感謝。

承董事會命
主席
徐哲

中國，吉林
2009年8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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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占仁

獨立非執行董事：
林繼陽
牛淑敏
趙振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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