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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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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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Port Scientific Corporation
微創醫療科學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853）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中期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微創醫療科學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以
下統稱「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已由本公司審核委
員會審閱），連同二零一一年同期的比較金額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變動百分比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484,916 448,824 8.0

毛利 413,083 379,597 8.8

期內利潤 222,671 203,598 9.4

每股盈利－
 基本（人民幣） 0.16 0.14 14.3

 攤薄（人民幣） 0.16 0.14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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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除另有指明外，以人民幣呈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3 484,916 448,824
銷售成本  (71,833) (69,227)
   

毛利  413,083 379,597
其他收入 4 24,716 15,395
其他損益淨額 4 1,095 22,459
研究及開發成本  (62,824) (70,454)
分銷成本  (64,886) (61,524)
行政開支  (46,637) (40,993)
其他經營成本  (313) (5,083)
   

來自經營業務的利潤  264,234 239,397
融資成本 5(a) (327) (880)
   

除稅前利潤 5 263,907 238,517
所得稅 6 (41,236) (34,919)
   

期間利潤  222,671 203,598
   

每股盈利 7
 －基本（人民幣）  0.16 0.14
   

 －攤薄（人民幣）  0.16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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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除另有指明外，以人民幣呈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間利潤  222,671 203,598

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中國境外實體財務報表產生的匯兌差額，扣除零稅項  4,010 (30,374)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226,681 173,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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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除另有指明外，以人民幣呈列）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  417,913 322,113
－土地使用權  37,798 38,269
   

  455,711 360,382
無形資產  96,368 85,632
固定資產預付款  24,245 46,978
投資預付款 9  41,355 –
商譽 10  66,466 64,466
遞延稅項資產  9,980 11,674
   

  694,125 569,132
流動資產
存貨 11  70,097 73,96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2  356,487 286,617
銀行存款 13  1,100,129 319,27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4  289,888 1,095,209
   

  1,816,601 1,775,067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5  165,660 141,284
短期貸款  – 2,000
長期貸款（即期部分）  483 476
應付所得稅  20,780 10,059
遞延收入  107 114
   

  187,030 153,933
   
   

流動資產淨額  1,629,571 1,621,13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323,696 2,190,266

非流動負債
長期貸款  3,243 3,193
遞延收入 16  40,410 46,628
遞延稅項負債  24,981 25,290
   

  68,634 75,111
   

資產淨值  2,255,062 2,115,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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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除另有指明外，以人民幣呈列）

  於 於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本及儲備 17

股本  109 109
儲備  2,254,953 2,115,046
   

權益總額  2,255,062 2,115,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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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除另有指明外，以人民幣呈列）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資本   法定
  股本 股份溢價 贖回儲備 匯兌儲備 資本儲備 儲備基金 保留盈利 總計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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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的結餘  110 1,532,435 – (4,111) 24,505 13,828 403,912 1,970,679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的權益變動
　　期間利潤  – – – – – – 203,598 203,598

　　其他全面收益  – – – (30,374) – – – (30,374)
         

全面收益總額  – – – (30,374) – – 203,598 173,224

就去年批准的股息 17(a)  – – – – – – (60,042) (60,042)

以股份為基礎以權益支付的交易  – – – – 18,531 – – 18,531

根據購股權計劃發行的股份 17(b)  – 1,428 – – (446) – – 982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及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的結餘  110 1,533,863 – (34,485) 42,590 13,828 547,468 2,103,374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的權益變動：
　　期間利潤  – – – – – – 117,257 117,257

　　其他全面收益  – – – (31,948) – – – (31,948)
         

全面收益總額  – – – (31,948) – – 117,257 85,309

以股份為基礎以權益支付的交易  – – – – 8,164 – – 8,164

根據購股權計劃發行的股份  – 7,057 – – (2,672) – – 4,385

購回自身股份
　－已付面值  (1) – – – – – – (1)

　－已付溢價  – – – – – – (86,576) (86,576)

　－儲備之間的轉撥  – – 1 – – – (1) –

提取法定儲備基金  – – – – – 30,107 (30,107) –

根據股份獎勵計劃購回的股份  – – – – (14,925) – – (14,925)

根據股份獎勵計劃授出的股份  – – – – 15,425 – – 15,425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結餘  109 1,540,920 1 (66,433) 48,582 43,935 548,041 2,115,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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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續）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除另有指明外，以人民幣呈列）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資本   法定
  股本 股份溢價 贖回儲備 匯兌儲備 資本儲備 儲備基金 保留盈利 總計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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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的結餘  109 1,540,920 1 (66,433) 48,582 43,935 548,041 2,115,155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的權益變動：
　　期間利潤  – – – – – – 222,671 222,671

　　其他全面收益  – – – 4,010 – – – 4,010
         

全面收益總額  – – – 4,010 – – 222,671 226,681

就去年批准的股息 17(a)  – – – – – – (80,969) (80,969)

以股份為基礎以權益支付的交易  – – – – 10,053 – – 10,053

根據購股權計劃發行的股份 17(b)  – 1,597 – – (700) – – 897

根據股份獎勵計劃購回的股份 17(c)  – – – – (16,755) – – (16,755)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的結餘  109 1,542,517 1 (62,423) 41,180 43,935 689,743 2,255,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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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除另有指明外，以人民幣呈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產生的現金  196,529 166,027

已付所得稅  (29,131) (33,743)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  167,398 132,284

投資活動所用的現金淨額  (945,785) (213,334)

融資活動所用的現金淨額  (25,962) (119,62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804,349) (200,679)

於一月一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4 1,095,209 928,053

匯率變動的影響  (972) 210
   

於六月三十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4 289,888 727,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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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除另有指明外，以人民幣呈列）

1. 編製基準

本中期財務報告已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條文，包括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
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本中期財務報告於二零一二年
八月二十七日獲授權刊發。

中期財務報告已根據二零一一年的全年財務報表內所採納的相同會計政策編製。

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中期財務報告須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和假設，而該等判斷、估計和假設會影響政
策的應用和按本中期情況為基準呈報的資產與負債、收入和支出金額。實際結果可能與估計金額有異。

本中期財務報告載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與經篩選的說明附註。該等附註載有多項事件與交易之說明，此等說明對了
解微創醫療科學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自刊發二零一一年的全年財務報表以來的財務狀況變
動與表現非常重要。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附註並不包括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整
份財務報表之全部所需資料。

本中期財務報告未經審核，惟已由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
「由實體之獨立核數師執行中期財務資料審閱」進行審閱工作。

本中期財務報告所載關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財務資料（作為以往已呈報之資料）並不構
成本公司於該財政年度之法定財務報表，惟摘錄自該等財務報表。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法定財
務報表於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可供查閱。核數師已於二零一二年三月十九日之報告中就該等財務報表發表無保留意
見。

2. 會計政策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數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並於本集團及本公司的本會計期間開始生效。概無該等變
動與本集團之財務報表有關，且本集團尚未採納於當前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任何新訂準則或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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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報告

本集團按不同的業務性質及所在地區管理其業務。本集團已呈列以下四個可呈報分部，其呈報方式與內部呈報資料
予本集團最高行政管理人員以作出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所採用的方式一致。

• 血管用器械業務：製造、研發藥物洗脫支架、胸腔段大動脈覆膜支架╱腹腔段大動脈覆膜支架及裸金屬支架及
醫療支架相關產品，並向指定的銷售分銷商銷售。

• 糖尿病器械業務：銷售、製造、研究及開發糖尿病相關的器械。

• 骨科器械業務：銷售、製造、研究及開發骨科器械。

• 電生理器械業務：銷售、製造、研究及開發電生理器械。

(a) 分部業績及資產

就評估分部表現及分配分部間的資源而言，本集團的主要營運決策者乃根據以下基準監控每個可呈報分部應佔
的業績及資產：

收益及開支乃參考該等分部產生的銷售額及該等分部產生的開支或該等分部應佔的資產折舊或攤銷所產生的開
支分配至可呈報分部。然而，一個分部向另一個分部提供的協助（包括分享資產及技術專業知識）不會被計量。

用於呈報分部利潤的計量方式為「分部利潤╱（虧損）淨額」。並非特別計入個別分部的項目（如未獲分配的公司
收入及開支、以股份為基礎以權益支付的開支及中國股息預扣稅）乃自分部利潤╱（虧損）中扣除。

分部資產包括所有有形資產、無形資產及流動資產（公司資產除外）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血管用 糖尿病 骨科 電生理
 器械業務 器械業務 器械業務 器械業務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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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 459,358 4,983 16,931 3,644 484,916
     

可呈報分部利潤╱（虧損） 243,960 (5,232) (3,990) (11,728) 223,010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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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呈報分部資產 1,298,163 24,449 392,429 50,525 1,765,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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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報告（續）

(a) 分部業績及資產（續）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血管用 糖尿病 骨科 電生理
 器械業務 器械業務 器械業務 器械業務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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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 444,723 1,578 – 2,523 448,824
     

可呈報分部利潤╱（虧損） 212,748 (4,979) (6,958) (7,700) 193,111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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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呈報分部資產 1,066,008 28,006 208,382 50,217 1,352,613
     

(b) 可呈報分部業績的對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利潤
可呈報分部純利 223,010 193,111

以股份為基礎以股權支付的開支 (10,053) (18,531)

未分配匯兌（虧損）╱收益 (1,096) 23,602

未分配收入╱（開支）淨額 10,810 5,416
  

期間綜合利潤 222,671 203,598
  

4. 其他收入及其他損益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其他收入
政府補貼 8,122 778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16,594 14,617
  

 24,716 15,395
  

其他損益淨額
匯兌收益淨額 1,404 22,469

其他虧損淨額 (309) (10)
  

 1,095 22,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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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利潤

除稅前利潤已扣除以下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a) 融資成本

借貸利息 156 715

其他 171 165
  

融資成本總額 327 880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b) 其他項目

無形資產攤銷 1,918 368

折舊 16,571 15,970

研發開支 62,824 70,454

存貨沖減（附註11） 1,356 5,571
  

研究及開發成本包括無形資產的攤銷人民幣 142,000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172,000元）及
折舊人民幣4,839,000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4,636,000元）。

6. 所得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當期稅項－中國企業所得稅 39,846 32,754

當期稅項－其他 5 –

遞延稅項 1,385 2,165
  

 41,236 34,919
  

本集團的主要附屬公司微創醫療器械（上海）有限公司（「微創上海」）已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七日獲得「高新技術企業」
的更新證書，有效期為三年。根據國稅函2009年第203號，倘若一家企業獲確認為「高新技術企業」，其有權享有所
得稅優惠稅率 15%。微創上海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國企業所得稅撥備乃按所得稅稅率 15%（截
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5%)而計算。本集團所有其他中國附屬公司須繳納 25%（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25%）的所得稅。本集團其他實體的稅項均按相關國家或司法權區適用的所得稅稅率而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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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利潤人民幣222,671,000元（截
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人民幣203,598,000元）及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調整公
司股權獎勵計劃（見附註17(c)）下已購買股份影響後的六個月內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1,418,379,000股（截
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442,221,000股普通股）計算。

(b) 每股攤薄盈利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利潤人民幣222,671,000元（截
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203,598,000元）及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的已發行
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1,430,720,000股（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468,962,000股普通股）（此乃就
本公司購股權計劃的攤薄潛在普通股影響而經調整）計算（請參閱附註7(c)）。

(c) 普通股（經攤薄）的加權平均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股數 股數
 千股 千股

期內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418,379 1,442,221

本公司購股權計劃項下視作無償發行股份的影響 12,341 26,741
  

期內普通股（經攤薄）的加權平均數 1,430,720 1,468,962
  

8.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購買物業及設備共計人民幣62,251,000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人民幣10,658,000元），並產生樓宇建築成本人民幣49,366,000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人民幣40,068,000元）。



14

9. 投資預付款

根據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訂立的股權轉讓協議，本集團同意收購，而賣方同意出售在中國的若干醫療器械製
造及分銷業務（「目標公司」）（「建議收購事項」）。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就建議收購事項預付人民幣
11,355,000元。建議收購事項的完成受限於若干完成條件（「完成條件」），包括 i)與該收購事項有關的各級政府批准；
i i）建議收購事項完成日期前目標公司並無重大不利變動；i i i )證明本集團為目標公司股東的已更新牌照 /登記文件；
i v )目標公司的賣方向本集團移交已同意轉讓資產清單上的所有資產；v )本集團完成法律盡職審查且結果令人滿意；
及v i )股權轉讓協議所載的其他完成條件。儘管已取得各級政府批准及證明本集團為目標公司股東的已更新牌照 /登
記文件，本公司董事確定，由於若干其他完成條件並未達致，故建議收購事項尚未完成。

根據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五日訂立的股權轉讓協議，待該協議的若干完成條件達致後，本集團同意收購在中國的一
項醫療器械製造及分銷業務（「目標業務」）的100%股權（「建議交易」）。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就該建
議交易預付人民幣30,000,000元。由於若干完成條件並未達致，目標業務的收購尚未完成。

10. 商譽

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本集團完成收購蘇州貝斯特醫療器械有限公司（「蘇州貝斯特」）全部股權。商譽人民
幣64,466,000元已於收購日期在去年的財務報表確認。根據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五日訂立的協議，本集團同意向蘇州
貝斯特一名前股東作出新增付款人民幣2,000,000元，新增付款被視為收購的額外代價，並作為對先前就收購商譽作
出的調整予以確認。

11. 存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就過期存貨作的額外撥備人民幣1,356,000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人民幣5,571,000元）已於銷售成本中確認為開支。

1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 312,386 255,387

逾期不超過一個月 11,073 14,207

逾期一至三個月 4,285 351

逾期超過三個月 1,563 2,655
  

貿易應收款項（經扣除呆賬撥備） 329,307 272,600

其他應收賬款 17,366 7,021

預付款項 9,814 6,996
  

 356,487 286,617
  

所有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預期將於一年內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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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銀行存款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的定期存款 1,095,850 315,000

有抵押存款 4,279 4,279
  

 1,100,129 319,279
  

1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現金及手頭現金 224,888 1,095,209

銀行定期存款 65,000 –
  

 289,888 1,095,209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所有銀行定期存款均為購入後三個月內到期的定期存款。

15.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個月內到期或應要求償還 11,286 32,009

一個月後但三個月內到期 2,492 6,583

三個月後但六個月內到期 1,724 886

六個月後但一年內到期 4,427 –
  

貿易應付款項 19,929 39,478

預收款項 1,046 2,59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63,234 98,355

應付本公司普通權益股東股息 81,451 861
  

 165,660 141,284
  

16. 遞延收入

遞延收入為收到的政府為支持本集團若干研發項目開支的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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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資本、儲備及股息

(a) 股息

(i) 並無宣派本中期內的股息。

(ii) 中期已批准的先前財政年度應付本公司權益股東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下列中期期間已批准的先前財政年度
　末期股息每股7港仙（相當於人民幣5.70分）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每股5港仙（相當於人民幣4.16分）） 80,969 60,042
  

(b) 以股份為基礎以股權支付的交易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035,640份購股權獲行使（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547,590份）加權平均行使價為人民幣0.86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79元），截至二零
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普通股總數增加1,035,640股（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547,590股普
通股）。

(c) 股份獎勵計劃

於二零一一年，董事會批准一項股份獎勵計劃。根據該股份獎勵計劃，本公司可購買其自身股份並以零代價向
本集團若干僱員授出該等股份。購買本公司股份所支付的代價反映為本公司資本儲備減少。換取授出股份的所
收取僱員服務公平值於損益內確認為員工成本，而資本儲備相應增加，其乃基於本公司於授出日期的股價計
量。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以現金代價人民幣16,755,000元購買5,848,000股股份，並無
根據該股份獎勵計劃授出該等股份（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18. 尚未於中期財務報告作出撥備的未履行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訂約 130,476 90,160

已授權但尚未訂約 84,494 –
  

 214,970 90,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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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重大關連方交易

(a) 與最終股東的交易

本集團與由最終股東控制的公司（「最終股東公司」）之間有經常性交易。以下為本集團與上述關連方於所示期間
進行的主要關連方交易概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向下述公司銷售產品：

最終股東公司 11,538 15,562
  

(b) 與其他關連方的交易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已訂立協議，向與本公司主要股東上海張江（集團）有限公司有
關聯的公司收購物業。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就上述物業收購預付人民幣15,734,000元。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領先的醫療器械公司，在中國從事各種高端醫療產品的開發、製
造及銷售。本集團的產品包括為治療血管疾病及病變（如心血管、神經血管、大動脈及外周血管）而
設的產品，以及心臟病、電生理（「電生理」）、骨科及糖尿病器械。該等產品銷往中國超過 1,000間醫
院，並出口至亞太地區（不包括中國）、南美及歐洲的約 16個國家。

產品

面對全球經濟環境的不明朗因素及波動以及持續市場疲軟，本集團業務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
日止期間仍面臨挑戰，然而，影響並不嚴重，因本集團已於過往年度確立增長勢頭。於本期間，本
集團繼續投資於研究與開發（「研發」）。本集團亦已推出兩項新產品（即EasyLoopTM與La Fenice®），並
為本集團發展貢獻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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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LoopTM –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六日，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藥監局」批准EasyLoopTM（導管消融環肺靜脈導
管）上市，其於心房顫動手術中屬不可或缺。EasyLoopTM與三維電生理標測系統及導管消融術一並使
用，以完成肺靜脈分離過程。

EasyLoopTM為繼FireMagicTM及EasyFinderTM後第三個獲認可的電生理產品，且EasyLoopTM上市標誌
本公司初步進入治療複雜心律失常之市場。ColumbusTM三維電生理標測系統及VoyagerTM磁定位冷鹽
水射頻消融導管正處於臨床試驗階段，該等系列產品將幫助微創於未來為醫生及病人提供綜合系列
的電生理器械組合。

La Fenice® GnRH輸液泵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三日，藥監局亦批准La Fen i ce ® GnRH（促性腺激素釋放激素）脉冲泵（「La 

Fenice®」）於中國上市。La Fenice®乃第一款用於治療原發性促性腺激素分泌不足功能減退症的微注
射系統。此款產品乃由微創生命科技有限公司及上海瑞金醫院聯合開發。La Fenice®的創新技術有助
於中國讓更多病人進行家居治療。

大腦中的下丘腦管理促性腺激素釋放激素的釋放，由此負責釋放垂體的卵泡刺激素（「FSH」）及促黃
體激素（「LH」）。促性腺激素釋放激素以脈衝或短脈沖群（通常間隔90至120分鐘）釋放，以刺激釋放
FSH及LH。促性腺激素釋放激素脈衝的高頻率及低頻率促使釋放LH及FSH。LH及FSH隨後到達性
腺，促進女性卵子發育成熟及男性精子形成。

La Fenice®的作用機制為透過持續控制促性腺激素釋放激素使下丘腦及垂體脫敏。因此，La Fenice®

可模仿下丘腦，以脈衝方式釋放促性腺激素釋放激素，由此刺激腦下垂體釋放FSH及LH，使病人自
異常生理調節功能中恢復。

La Fenice®乃一個由電池提供能量的器械，與我們的糖尿病產品胰島素泵十分相像。以先進技術設計
的針頭及注射器裝置用以為病人提供促性腺激素釋放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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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一九八四年起，世界各地已進行臨床研究，脈動促性腺激素釋放激素療法已被視為下丘腦垂體衰
竭的最佳療法。上海瑞金醫院臨床結果亦表明，經脈動促性腺激素釋放激素泵治療後僅三日，病人
的FSH及LH水平顯著上升。患者將於12周脈動促性腺激素釋放激素泵治療後開始進入青春期（LH/

FSH＞0.7）。將於24周脈動促性腺激素釋放激素泵治療後出現第二性徵，且睾丸大小及精子數量將隨
著男性性欲的提高而增加。

本集團欣然宣佈四名原發性促性腺激素分泌不足功能減退症患者或他們的配偶已成功懷孕，且已有
兩個孩子出生。對原發性促性腺激素分泌不足功能減退症及卡爾曼氏症患者的治療而言乃為一個里
程碑。La Fenice®亦被稱為「生命之光」，概因其不僅為微創生命科技的第一款創新產品，亦為原發性
促性腺激素分泌不足功能減退症患者及卡爾曼氏症患者帶來希望。La Fenice®現已於北京與青島以及
河北、河南、新疆、陝西、廣東及廣西省的若干頂級醫院中廣泛使用。本集團預期將為社會以及微
創帶來利益。

Firebird 2 – 

本集團的高端支架產品組合（主要產品為Firebird 2冠脈支架）已使本集團在中國心血管器械市場上處
於領先地位。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本集團第二代冠脈支架Firebird 2仍為本集團最暢銷產品。

Firehawk – 

本集團第三代可降解塗層西羅莫斯洗脫支架Fi r ehawk正集中進行臨床研究（即上市前臨床調查研
究）。前兩個階段，即首次人體（「FIM」）及TARGET I已獲完成，TARGET I的結果將於世界上最大的
心血管介入內科教育性會議之二零一二年心血管導管治療年會（TCT）上公佈。第三階段TARGET II

正處於臨床跟踪及數據處理階段。

Firehawk上市前臨床試驗共入選病例1,261例，是中國目前開展的最大規模冠脈藥物洗脫支架系統上
市前臨床試驗。該上市前臨床試驗於國內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因為其為遵照藥監局有關冠脈藥物洗
脫支架系統的指引：臨床試驗（草稿）進行的首例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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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二年三月十七日，在二零一二年中國介入心臟學大會 (C IT)的「最新臨床試驗公告及首份專
題研究報告」專題研討會上，阜外心血管病醫院及中國衛生部心血管病防治研究中心醫學博士高潤霖
展示Firehawk之TARGET I長支架組別研究課題的隨機控制臨床試驗的最新主要終端結果。TARGET 

I長支架組別研究課題在50名平均病變長度逾35毫米的合資格患者中進行。77個植入案列的成功率為
100%。9個月的血管造影隨診中病變長度增減0.16±0.16毫米（隨診率為92%）。在一年的臨床隨診期
間，並無發現死亡病例，亦無心肌梗塞及目標血管的血管再造。此外，最新數據表明Fi r ehawk治療
超長時間冠狀動脈病變極其有效、安全。

認證及品牌

本集團繼續擴大國際品牌。於四月，「Mustang」及 JIVE PTCA球囊導管已成功於越南註冊。美國食品
和藥物管理局已於二零一二年三月批准Reindeer之510K申請。如上所述，La Fenice®及EasyLoopTM已
分別於二零一二年三月及二零一二年四月獲藥監局批准上市。

增長

本集團通過併購實現持續增長。誠如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五之公告所披露，本集團戰略性收
購東莞科威醫療器械有限公司（「東莞科威」），東莞科威主要從事研發以及製造體外循環心臟手術器
械氧合器和結構性心臟病微創介入器械封堵器。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該收購仍未完成。該收
購能填補微創體外循環心臟手術與結構性心髒病生產線之差距。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收購蘇州貝斯
特有助於擴展本集團骨科器械分部，且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蘇州貝斯特已
開始盈利。

在充滿競爭而又富有挑戰的艱苦環境下，本集團於上半年期間實現8%的可觀收入增長。本集團旨在
於不同市場給客戶帶來創新、技術及服務，並於中國在競爭者中保持領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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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的討論乃根據本公佈其他部分所載的財務資料及相關附註而編製，並須與該等資料一併閱讀。

財務回顧

營業額

下文的營業額討論乃基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構成的四個分部。截至二零
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人民幣484.9百萬元，每股基本盈利為人民幣0.16

元，且較二零一一年同期營業額約人民幣 448.8百萬元有所增長。該增加主要由於非血管器械分部，
尤其是骨科器械分部及糖尿病器械分部銷售增長。

－ 血管器械分部

血管器械分部由藥物洗脫支架、大動脈覆膜支架及其他支架組成。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血管器械分部凈收入約為人民幣459.4百萬元，而去年同期則約為人民幣444.7百萬
元。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藥物洗脫支架收入約為人民幣 401.9百萬元，而去年同
期約為人民幣398.4百萬元。收入適度增長乃由於藥物洗脫支架市場增長放緩以及國內競爭激
烈。雖然如此，本集團仍在藥物洗脫支架供應商中保持領先地位。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胸腔段大動脈及腹腔段大動脈覆膜支架錄得收入約人
民幣25.6百萬元，銷售保持平穩，市場地位亦不變。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其他支架產生收入約人民幣31.9百萬元，而去年同期則
約為人民幣20.7百萬元。增長主要由於顱內支架系統收入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的約人民幣6.7百萬元增長約53.3%至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10.2百萬元
以及新增代理商品銷售增長。

－ 電生理器械分部

電生理器械分部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產生收入約人民幣3.6百萬元，而去年同
期則約為人民幣2.5百萬元。由於本集團的電生理器械仍有極大增長空間，本集團對電生理器械
的財務表現感到非常鼓舞，此顯示出電生理器械獲得市場認同，亦反映出本集團的銷售及分銷
團隊推出及宣傳該等產品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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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科器械分部

骨科器械分部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產生收入約人民幣16.9百萬元，而去年同期
並無產生任何收入。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完成收購蘇州貝斯特後，蘇州貝斯特開始向骨科器械
分部貢獻利潤。

－ 糖尿病器械分部

糖尿病業務已完成重組，以優化此市場產品供應以及提高組織效率，同時亦增強了市場競爭
力，尤其是新上市的La Fenice®。糖尿病器械分部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產生收
入約人民幣5.0百萬元，而去年同期則約為人民幣 1.6百萬元。

銷售成本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銷售成本約為人民幣71.8百萬元，較二零一一年同期增長約
3.8%。該輕微增長主要由於銷售增長。

毛利及毛利率

鑒於上述因素，毛利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379.6百萬元增加約8.8%至截
至二零一二年同期的約人民幣 413.1百萬元。毛利率按毛利除以營業額計算，因此，毛利率微增至約
85.2%，而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約為84.6%。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毛利率增加主要由於生產工
藝的改善令藥物洗脫支架生產成本下降。

其他收入及其他損益淨額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其他收入約為人民幣24.7百萬元，其他損益淨額約為人民幣
1.1百萬元，而於二零一一年同期，其他收入及其他損益淨額分別約為人民幣15.4百萬元及人民幣
22.5百萬元。其他收入增加乃由於政府提供更多補助所致，而其他損益淨額大幅減少主要歸因於海外
人民幣存款的匯兌收益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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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及開發成本

研究及開發成本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70.5百萬元減少約10.9%至截至二
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62.8百萬元，減少主要是由於本期間研發僱員的購股權成本
減少。

分銷成本

分銷成本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61.5百萬元增加約5.5%至截至二零一二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64.9百萬元。增加主要是由於參加產品宣傳會議的營銷開支增加。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41.0百萬元增加約13.7%至截至二零一二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46.6百萬元。有關增加主要由於我們對應收款項可回收性的評估而
計提的壞賬撥備。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0.9百萬元減至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0.3百萬元。減少主要由於償還貸款令貸款利息支出減少。

除稅前利潤

除稅前利潤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238.5百萬元增加至截至二零一二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263.9百萬元。增加主要由於收入總額增長。

所得稅

所得稅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 34.9百萬元增至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41.2百萬元。實際稅率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14.6%增加
至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 15.6%，增加主要由於免徵所得稅的公司其他損益淨額減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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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利潤及淨利率

鑒於上述因素，期內利潤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203.6百萬元增加約9.4%

至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222.7百萬元，而淨利率則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45.4%微升至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 45.9%。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手頭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人民幣 289.9百萬元，而於二零一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約為人民幣 1,095.2百萬元。董事會管理本集團流動資金的方式乃盡可能確保本
集團具備充足流動資金，以支付到期債務，避免任何不可接受的虧損或令本集團的聲譽受損。

借貸及資本負債比率

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的總借貸約為人民幣 3.7百萬元，而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
約為人民幣5.7百萬元。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資本負債比率（以借貸及銀行貸款總額除以
權益總額計算）維持於0.0017的低水平，而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 0.0027。

營運資本

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的營運資本約為人民幣 1,629.6百萬元，而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則約為人民幣1,621.1百萬元。

資本架構

本集團資本僅包括普通股。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發行普通股總數為 1,421,518,500股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420,482,860股）。其中，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在股份獎勵計劃下從信托處購回了 5,848,000股股份，且尚未授出（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無）。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總權益約為人民幣2,255.1百萬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2,115.2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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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本集團面臨的貨幣風險主要來自 ( i )產生以外幣（主要為美元）計值的應收款項及應付款項的買賣；及
( i i )本公司所收取的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的主要部份兌換為人民幣。由於本公司已採納美元為其功
能貨幣，人民幣及美元之間的匯率波動令本集團面臨貨幣風險。於審閱期間，本集團錄得匯兌收益
淨額約人民幣 1.4百萬元，而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則約為人民幣 22.5百萬元。本集團
並無使用任何金融工具對沖外匯風險。

資本開支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的總資本開支約為人民幣114.2百萬元（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約人民幣44.9百
萬元），用於 (i)建築及購買樓宇，(ii)購買設備及機器；及 (iii) Firehawk研發開支資本化。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抵押賬面淨值為約人民幣26.0百萬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約人民幣26.4百萬元）的持作自用樓宇，以獲得賬面值約為人民幣3.7百萬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約人民幣3.7百萬元）的長期貸款。

或有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有負債。

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有1,420名僱員，而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則為1,164名僱員。
本集團提供優厚薪金待遇、酌情花紅，以及為其僱員提供社會保險供款。本集團亦已為僱員設立購
股權計劃及股份獎勵計劃。為確保本集團僱員於同業保持競爭力，本集團為僱員提供由人力資源部
管理的培訓課程。

前景

鑒於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及部份發達國家經濟增長乏力，造成當前全球經濟狀況不穩定及走勢不明
朗，本集團預計二零一二年下半年仍然充滿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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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點於創新：

憑藉本集團研發團隊的獨特經驗，本集團將繼續完善、豐富及充實現有產品及產品組合。本集
團的發展軌迹是一條充滿創新之路，期望令客戶滿意，重心在於幫助中國及世界各地的患者健
康長壽。

– 重點於機遇

不斷鞏固不同產品分部及新業務之基礎乃本集團發展及成功的另一主要推動力。本集團擬繼續
物色其他業務或技術收購，從而補充現有業務。於二零一一年收購後，蘇州貝斯特已於二零
一二年上半年開始盈利，證明收購取得成功。東莞科威收購事項仍在進行中，本集團對所選擇
的戰略定位充滿信心。

二零一二年下半年的全球經濟形勢仍然嚴峻，消費信心低迷。該趨勢可能尤其影響本集團海外
市場的表現。

展望未來，儘管對經濟環境有所擔憂，本集團不會坐等經濟形勢好轉給股東帶來增值。微創全
體人員致力於在各地區分部及各產品種類實現市場持續增長。為了取得成果，本集團仍將全力
專注於我們的戰略重點，包括產品創新，不斷加強發展海外市場，以及戰略性收購。

購買、出售及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及贖回任何本公司
上市證券。

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的重大收購及出售

除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五日之公告（內容有關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微創上海就收購東莞科威
100%股權與王安勤先生訂立股權轉讓協議）所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概
無有關附屬公司的重大投資、重大收購及出售。東莞科威乃一家中國體外循環心臟手術器械氧合器
和結構性心臟病微創介入器械封堵器研發製造商。

東莞科威收購事項之詳情披露於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五日之公告，東莞科威收購事項於二零
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尚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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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競爭業務的權益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董事並不知悉，本公司董事或任何主要股東（定義見上市規
則）以及彼等各自之聯繫人的任何業務或權益已經或可能與本集團業務競爭，或任何該等人士已經或
可能與本集團存在任何其他利益衝突。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標準守則作為其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經作出具
體查詢後，本公司確認所有董事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
規定準則。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已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採用上市規則附錄十四內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
守則」）所載的原則，作為其企業管治守則。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向股東派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聯交所上市公司企業管治規定成立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旨在物色
及提名合適人選出任董事，並就董事繼任計劃向董事會提供建議。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聯交所上市公司企業管治規定成立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審閱及釐
定應付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的薪酬福利、花紅及其他報酬的條款，並就本集團對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的
薪酬政策及架構向董事會提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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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及審閱財務報表

審核委員會已採納符合企業管治守則的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包括審閱及監管本集團的
財務報告系統及內部監控程序、審閱本集團的財務資料以及與本公司外聘核數師的關係。審核委員
會已與本公司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

與股東溝通及投資者關係

本公司認為與股東有效溝通對加強投資者關係以及讓投資者更了解本集團之業務表現及戰略甚為重
要。本公司亦認同及時及不經篩選地披露資料的重要性，此有助股東及投資者作出知情投資決定。

董事資料變動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直至本公佈日期，概無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
上市規則第13.51(2)條第 (a)段至第 (e)段及第 (g)段（如適用）須由本公司董事披露之資料變動。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常兆華博士、張燕女士、孫洪斌先生及羅七一先生；非執行董事為蘆田
典裕先生、白藤泰司先生及丁磊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華澤釗先生、周嘉鴻先生及劉國恩博士。

一般資料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綜合財務報表經由本公司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進行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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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刊登中期業績

載有上市規則所規定的全部相關資料的本公司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間在聯交所網站
(http://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http://www.microport.com.cn)上刊載。

承董事會命
微創醫療科學有限公司

主席
常兆華博士

中國上海，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常兆華博士、張燕女士、孫洪斌先生及羅七一先生；非執行董事為蘆田
典裕先生、白藤泰司先生及丁磊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華澤釗先生、周嘉鴻先生及劉國恩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