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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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公司條例於香港註冊成立）

（股份代號：1093）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之未經審核業績

財務摘要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變動%

變動%
（撇除匯兌

影響）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按業務劃分之收入：
成藥
創新藥 2,356,699 1,419,735 66.0% 52.0%
普藥 1,695,945 1,136,926 49.2% 36.6%
原料藥
維生素C 675,084 310,613 117.3% 99.0%
抗生素 395,186 321,387 23.0% 12.6%
咖啡因及其它 264,442 282,242 -6.3% -14.2%  

收入總額 5,387,356 3,470,903 55.2% 42.1%  

毛利 3,462,572 1,978,861 75.0% 60.2%

研發開支 320,531 159,119 101.4% 84.4%

經營溢利 1,136,057 806,890 40.8% 28.9%

股東應佔溢利 909,907 637,882 42.6% 30.6%

每股基本盈利 14.57港仙 10.54港仙 38.2% 26.5% 

附註： 本集團之大部分銷售於中國進行並以人民幣計值。按固定貨幣基準計算之業績乃將去年同期平均匯率
應用於本期當地貨幣業績而計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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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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5,387,356 3,470,903
銷售成本 (1,924,784) (1,492,042)  

毛利 3,462,572 1,978,861
其它收入 55,431 22,153
銷售及分銷費用 (1,819,373) (883,025)
行政費用 (230,759) (149,239)
其它費用 (331,814) (161,860)  

經營溢利 1,136,057 806,890
財務費用 (10,874) (8,164)
應佔合營企業業績 13,679 7,060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3,610) —  

除稅前溢利 1,135,252 805,786
所得稅開支 (223,363) (164,953)  

本期溢利 911,889 640,833  

應佔本期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909,907 637,882
非控股權益 1,982 2,951  

911,889 640,833  

港仙 港仙

每股盈利
— 基本 14.57 10.54  

— 攤薄 不適用 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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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主要會計政策

編製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財務資料所採用之主要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所依循者一致。

2. 除稅前溢利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

其它無形資產攤銷 5,917 3,841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4,703 3,878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169,507 140,838
確認為費用之研發開支（計入其它費用） 320,531 159,119
政府資助收入 (3,821) (2,406)  

3. 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本期溢利909,907,000
港元及於本期已發行股份6,243,018,403股計算。

由於在本期間並無潛在已發行普通股，故並無呈列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每股攤薄盈
利。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盈利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盈利 637,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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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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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52,649

具攤薄效應之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本公司授出之購股權 1,369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6,054,018 

4. 股息

董事會不宣派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七年：無）。

分類資料

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類」之可報告分類如下：

(a) 成藥 

(b) 維生素C（原料藥）

(c) 抗生素（原料藥）

(d) 咖啡因（原料藥）及其它

所有可報告及經營分類均從事生產及銷售醫藥產品。

以下為本集團以可報告及經營分類劃分之收入及業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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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未經審核）：

成藥 維生素C 抗生素
咖啡因
及其它 分類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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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收入
對外銷售 4,052,644 675,084 395,186 264,442 5,387,356 — 5,387,356

類別間銷售 — 17,215 29,661 1,491 48,367 (48,367) —       

收入總額 4,052,644 692,299 424,847 265,933 5,435,723 (48,367) 5,387,356       

分類溢利 798,847 259,502 34,640 52,582 1,145,571 1,145,571     

未分配收入 30,951

未分配開支 (40,465) 

經營溢利 1,136,057

財務費用 (10,874)

應佔合營企業業績 13,679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3,610) 

除稅前溢利 1,135,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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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未經審核）：

成藥 維生素C 抗生素
咖啡因
及其它 分類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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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收入
對外銷售 2,556,661 310,613 321,387 282,242 3,470,903 — 3,470,903

類別間銷售 — 9,611 14,487 3,842 27,940 (27,940) —       

收入總額 2,556,661 320,224 335,874 286,084 3,498,843 (27,940) 3,470,903       

分類溢利 674,318 73,808 19,465 61,465 829,056 829,056     

未分配收入 3,326

未分配開支 (25,492) 

經營溢利 806,890

財務費用 (8,164)

應佔合營企業業績 7,060 

除稅前溢利 805,786 

分類溢利指各分類所賺取之溢利，惟並無分配利息收入、財務費用、中央行政費用及應佔合
營企業及聯營公司業績。此乃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匯報之計量基準。

類別間銷售乃按現行市場價格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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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業績

於二零一八年首三個月，本集團錄得銷售收入約53.87億港元，同比增加55.2%（或按固定貨
幣基準增加42.1%）；及股東應佔溢利約9.1億港元，同比增加42.6%（或按固定貨幣基準增加
30.6%）。

成藥業務

成藥業務的增長勢頭維持强勁，於本年首季度的銷售收入達到約40.53億港元，同比增長
58.5%（或按固定貨幣基準增長45.1%)。其中創新藥產品（包括「恩必普」（丁苯酞軟膠囊及注
射液）、「歐來寧」（奧拉西坦膠囊及凍乾粉針）、「玄寧」（馬來酸左旋氨氯地平片）、「多美素」
（鹽酸多柔比星脂質體注射液）、「津優力」（聚乙二醇化重組人粒細胞刺激因子注射液）、「艾
利能」（欖香烯注射液）、「諾利寧」（甲磺酸伊馬替尼片）及本年三月新上市的「克艾力」（注射用
紫杉醇（白蛋白結合型））錄得銷售收入約23.57億港元，同比增長66.0%（或按固定貨幣基準增
長52.0%）。普藥產品的銷售亦加快增長，期內銷售收入約達16.96億港元，同比增長49.2%

（或按固定貨幣基準增長36.6%）。

原料藥業務

受惠於去年的市場復蘇，期內維生素C產品之價格大幅高於去年同期水平，帶動維生素C業
務之溢利貢獻大幅增加。抗生素產品之價格於近期有所回升，故業務表現略為改善。咖啡因
業務則受到銷量減少及生產成本上升的影響，本期的業務表現稍遜於去年同期。

業績審閱

截至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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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董事會命
蔡東晨
主席

香港，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 8 —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蔡東晨先生、潘衛東先生、王懷玉先生、王振國先生、
王金戌先生、盧華先生、李春雷先生及翟健文先生；非執行董事李嘉士先生； 以及獨立非執
行董事陳兆強先生、王波先生、盧毓琳先生、于金明先生及陳川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