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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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
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SPC PharmaCeutiCal GrouP limited
石藥集團有限公司

（前稱China Pharmaceutical Group Limited中國製藥集團有限公司）
（根據公司條例於香港註冊成立）

（股份代號：1093）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之未經審核業績

石藥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2,548,540 677,751
銷售成本 (1,740,091) (337,768)

毛利 808,449 339,983
其它收入 35,565 2,652
銷售及分銷費用 (324,414) (148,885)
行政費用 (137,808) (33,333)
其它費用 (60,971) (7,298)

經營溢利 320,821 153,119
財務費用 (22,810) (5,281)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7,701) —

除稅前溢利 290,310 147,838
所得稅開支 (61,357) (21,161)

本期溢利 228,953 126,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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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應佔本期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218,764 125,523
非控股權益 10,189 1,154

228,953 126,677

港仙 港仙

每股盈利  8.03 10.50
基本

攤薄  3.74 2.91

附註：

1. 於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九日，本公司完成收購康日控股有限公司（「康日」）之全部已發行股本（「收購事
項」）。誠如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綜合財務報表所述，根據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第3號「業務合併」，收購事項乃以反向收購入賬。就會計目的而言，康日及其附屬公司（「康日集
團」）為會計收購方，而本公司及其於緊接收購事項前之附屬公司（「中國製藥集團」）（會計被收購方）則被
視為被康日集團收購。

綜合財務報表是在康日集團之延續基礎下編製。以上綜合收益表所呈列之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比較資料已經以康日集團之資料而非中國製藥集團之資料重列。

 編製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財務資料所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所依循者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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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盈利 218,764 125,523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股 千股
（經重列）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份數目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2,725,422 1,195,655

具攤薄效應之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假設轉換可換股債券 3,120,119 3,120,119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5,845,541 4,315,774

計算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所用之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已就反向收購
時所發生之再資本化之影響作出追溯調整，並反映本公司按收購事項所列明之轉換比率由二零一二年一
月一日起至反向收購之收購事項日期止期間視為已發行之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3. 董事會不宣派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二年：無）。

4.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財務資料乃根據本集團之內部記錄及管理賬目而編製，並未經
本公司外聘核數師審閱或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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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資料

本集團用作財務報告目的之可報告及經營分類如下：

康日集團

(a) 恩必普 — 恩必普系列及其它

(b) 歐意及其附屬公司（「歐意集團」） — 歐來寧系列、玄寧系列、其它仿制藥及其它

(c) 新諾威 — 咖啡因及其它

中國製藥集團

(d) 維生素C（原料藥）

(e) 抗生素（中間體及原料藥）

(f) 普藥

所有可報告分類均從事生產及銷售醫藥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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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本集團以經營及可報告分類劃分之收入及業績分析。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康日集團 中國製藥集團

恩必普 歐意集團 新諾威 維生素C 抗生素 普藥 總計 對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對外銷售 213,454 508,195 164,222 232,212 729,128 701,329 2,548,540 — 2,548,540
類別間銷售 — 4,459 967 547 51,576 282 57,831 (57,831) —

收入總額 213,454 512,654 165,189 232,759 780,704 701,611 2,606,371 (57,831) 2,548,540

類別間銷售乃按現行市場價格計算。

分類溢利（虧損） 109,355 103,411 40,038 (29,024) 21,942 90,028 335,750

未分配收入 1,005
未分配開支 (15,934)

經營溢利 320,821
財務費用 (22,810)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 
業績 (7,701)

除稅前溢利 29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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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經重列）

恩必普 歐意集團 新諾威 總計 對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對外銷售 143,023 352,913 181,815 677,751 — 677,751
類別間銷售 — 11,023 684 11,707 (11,707) —

收入總額 143,023 363,936 182,499 689,458 (11,707) 677,751

類別間銷售乃按現行市場價格計算。

分類溢利 61,989 73,230 16,748 151,967

未分配收入 1,161
未分配開支 (9)

經營溢利 153,119
財務費用 (5,281)

除稅前溢利 147,838

分類溢利指各分類在未分配利息收入、財務費用、中央行政費用及應佔共同控制實體業績前
所賺取之溢利。此乃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向董事會匯報之計量基準。

業務回顧

本集團於回顧期內錄得銷售收入25.44億港元，股東應佔溢利2.19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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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藥業務

「恩必普」系列

「恩必普」系列產品是國家一類新藥，擁有專利保護，其主要成份為丁苯酞，主要用於急性缺
血性腦卒中。其軟膠囊劑型及注射液劑型分別於二零零五年及二零一零年推出上市。本產品
於二零零九年度獲頒發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而「恩必普」品牌亦於二零一三年一月獲評為中
國馳名商標。於二零一三年首季，「恩必普」軟膠囊的銷售收入為1.55億港元，較去年同期增
長37.1%，而「恩必普」注射液的銷售收入為5,880萬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141.9%。

「歐來寧」系列

「歐來寧」系列包括膠囊及凍乾粉針兩個劑型，其主要成份為奧拉西坦，主要用於輕中度血管
性癡呆、老人癡呆及腦外傷等症引致的記憶與智能障礙。於二零一三年首季，「歐來寧」凍
乾粉針的銷售收入為1.22億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159.2%，而「歐來寧」膠囊的銷售收入為
3,330萬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49.9%。

「玄寧」系列

「玄寧」系列包括片劑及分散片，其主要成份為左旋氨氯地平，主要用於高血壓症。本產品於
二零一三年一月獲頒發國家技術發明二等獎。於二零一三年首季，本系列產品的銷售收入為
5,470萬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32.1%。

品牌藥及普藥

於回顧期內，本業務錄得穩定的增長，利潤率亦略為提高。

原料藥業務

於回顧期內，維生素C的市場環境仍然疲弱，受到產能過剩的影響，產品價格仍然於低位徘
徊。抗生素的產品價格於期內略為回升，經營狀況輕微改善。

咖啡因業務保持穩定增長，而利潤率亦有所提高。於二零一三年首季的銷售收入為1.29億港
元，較去年同期增加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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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

目前，本集團在研產品共計167個，主要集中在抗感染、心腦血管、精神神經、糖尿病及腫
瘤等治療領域，其中一類新藥12個、三類新藥37個。現時已有臨床批件、已在進行臨床試
驗或已申報生產的在研產品共有60個。

承董事會命
石藥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蔡東晨

香港，二零一三年五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蔡東晨先生、馮振英先生、翟健文先生、潘衛東先
生、趙令歡先生、王順龍先生、王懷玉先生、盧建民先生及王振國先生；非執行董事李嘉士
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霍振興先生、齊謀甲先生、郭世昌先生、陳兆強先生、王波先生
及張發旺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