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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第三季度業績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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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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未經審核）

• 本公司截至2009年9月30日止9個月之營業額約為人民幣34,742,000元
（2008年: 人民幣41,796,000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7%。

• 本公司股東（「股東」）截至2009年9月30日止9個月之應佔溢利╱（虧損）
約為人民幣1,838,000元（2008年: 人民幣2,526,000元）。

• 本公司股份（「股份」）截至2009年9月30日之每股應佔溢利約為人民幣
0.2分。

•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2009年9月30日止9個月之任何股息。

業績（未經審核）
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截至2009年9月30日止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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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止9個月 截至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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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42 41,796 14,724 11,541
銷售成本  (19,299) (29,396) (8,997) (7,531)

毛利  15,443 12,400 5,727 4,010
其他收入 c (2) (290) (2) –
分銷及銷售支出  (5,119) (3,248) (2,090) (1,087)
一般、行政及其他營運支出  (7,300) (6,328) (2,256) (1,936)

經營溢利 d 3,022 2,534 1,379 987
財務費用  (5) (8) (3) (1)

除稅前溢利╱（虧損）  3,017 2,526 1,376 986
稅項 e (1,179) – – –

股東應佔溢利╱（虧損）  1,838 2,526 1,376 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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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分 0.3 分 0.2分 0.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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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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止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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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9月30日止9個月 截至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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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90) (2) –

 (2) (290)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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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止9個月 截至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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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8 5 1

－固定資產折舊 1,716 1,836 556 596

－無形資產 183 183 61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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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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30日止9個月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分

別為746,654,240股(2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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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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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備變動
儲備變動如下：

 資本儲備
 

     任意盈餘 （累計虧損）╱
 股本溢價 資產重估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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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損） – – – – – 2,526 2,526

政府補貼轉入資本公積 – – – – – – –

分配到儲備金之溢利 – – – – – – –

2008年9月30日結餘 19,027 – 11,326 3,928 5,757 (33,054) 6,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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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損） – – – – – 1,838 1,838

政府補貼轉入資本公積 – – – – – – –

分配到儲備金之溢利 – – – – – – –

2009年9月30日結餘 19,027 – 11,326 3,928 5,757 (28,075) 11,963

股息
董事會建議不派付截至2009年9月30日止9個月之中期股息（2008年：無）。

業務回顧及前景
業務回顧
截至2009年9月30日止9個月，營業額為約人民幣34,742,000元（2008年：人
民幣41,796,000），同比下降17%。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產品的銷售組合有所改變
了。

期內，因產品的銷售組合改變了，整體毛利率由29.7%上升14.7%至44.4%。然
而，因「分銷及銷售支出」及「一般、行政及其他營運支出」有所增加，股東應佔
溢利下降至約人民幣1,838,000元(2008年: 人民幣2,52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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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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本公司的總資產約人民幣109,333,000元，資金來源包括流
動負債約人民幣22,705,000元及股東權益約人民幣86,628,000元。

本公司通常主要以經營所賺取的現金償還負債。於2009年9月30日， 本公司的
現金及銀行結餘人民幣約19,63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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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2009年9月30日，本公司並無任何已承諾之借貸。

董事及監事之股份、認股權證及購股權權益
於2009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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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二零零九年第三季度業績報告

東北虎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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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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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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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據董事及行政總裁所知，截至2009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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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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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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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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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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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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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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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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11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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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林繼陽
牛淑敏
趙振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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