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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Bio-Med Regeneration Technology Limited 

中國生物醫學再生科技有限公司中國生物醫學再生科技有限公司中國生物醫學再生科技有限公司中國生物醫學再生科技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8158））））    

 

截至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第三季度業績截至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第三季度業績截至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第三季度業績截至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第三季度業績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聯交所聯交所聯交所」）」）」）」）創業板市場創業板市場創業板市場創業板市場（「（「（「（「創業板創業板創業板創業板」）」）」）」）之特點之特點之特點之特點    

 

創業板之定位乃為相比其他在聯交所上市之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之市場創業板之定位乃為相比其他在聯交所上市之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之市場創業板之定位乃為相比其他在聯交所上市之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之市場創業板之定位乃為相比其他在聯交所上市之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之市場。。。。有有有有

意投資之人士應瞭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意投資之人士應瞭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意投資之人士應瞭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意投資之人士應瞭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之考慮後方可作出投資決定並應經過審慎周詳之考慮後方可作出投資決定並應經過審慎周詳之考慮後方可作出投資決定並應經過審慎周詳之考慮後方可作出投資決定。。。。

創業板之較高風險及其他特創業板之較高風險及其他特創業板之較高風險及其他特創業板之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資深投資者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資深投資者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資深投資者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資深投資者。。。。    

 

鑑於在創業板上市之公司屬新興性質鑑於在創業板上市之公司屬新興性質鑑於在創業板上市之公司屬新興性質鑑於在創業板上市之公司屬新興性質，，，，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在主板買賣之證券承受較大之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在主板買賣之證券承受較大之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在主板買賣之證券承受較大之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在主板買賣之證券承受較大之

市場波動風險市場波動風險市場波動風險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會有高流通量之市場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會有高流通量之市場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會有高流通量之市場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會有高流通量之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

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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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佈旨在遵照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之規定，提供有關中國生物醫學

再生科技有限公司之資料。中國生物醫學再生科技有限公司各董事（「董事」）對此共同及個別承擔

全部責任。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本公佈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

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分，且並無遺漏任何事項，足以令致本公佈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

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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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生物醫學再生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

連同二零一二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收入報表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收入報表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收入報表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截至一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止三個月止三個月止三個月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截至一月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止九個月止九個月止九個月  附註 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收益 3 548  

 

-  

 

1,370  

 

124  銷售之成本  (548)  -  (1,602)  (80)          毛毛毛毛((((損損損損))))////利利利利      -   -  (232)  44  其他收入    77   139     331   1,647  行政開支  (17,328)  (20,144)  (44,415)  (47,866)          經營虧損經營虧損經營虧損經營虧損     (17,251)  (20,005)  (44,316)  (46,175) 財務費用 4 (436)  (279)  (1,416)  (1,163)          除所得稅前虧損除所得稅前虧損除所得稅前虧損除所得稅前虧損    5 (17,687)  (20,284)  (45,732)  (47,338) 所得稅抵免/(開支) 6 482   (398)  1,408   570           本期間虧損本期間虧損本期間虧損本期間虧損     (17,205)  (20,682)  (44,324)  (46,768)          其他全面收入其他全面收入其他全面收入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之     匯兌收益   1,703  

 

481  

 

2,021  

 

1,711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期內其他全面收入期內其他全面收入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1,703   481   2,021   1,711           期內全面總收入期內全面總收入期內全面總收入期內全面總收入     (15,502)  (20,201)  (42,303)  (45,057)          期內應佔虧損期內應佔虧損期內應佔虧損期內應佔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16,033)  (18,183)  (39,617)  (41,300) 非控股股東權益  (1,172)  (2,499)  (4,707)  (5,468)            (17,205)  (20,682)  (44,324)  (46,768)          應佔全面總收入應佔全面總收入應佔全面總收入應佔全面總收入：：：：            本公司擁有人  (14,912)  (18,891)  (38,316)  (40,822) 非控股股東權益  (590)  (1,310)  (3,987)  (4,235)                  (15,502)  (20,201)  (42,303)  (45,05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之        每股虧損每股虧損每股虧損每股虧損 8  

 

 

 

 

 

          －基本（港仙）  (0.213)  (0.258)  (0.542)  (0.585) －攤薄（港仙） 不適用不適用不適用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不適用不適用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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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一般資料一般資料一般資料     中國生物醫學再生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二零零一年修訂版）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受豁免有限公司。其註冊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之地址分別為 P.O. Box 

309, Ugland House, Grand Cayman, Cayman Islands, KY1–1104 及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108 號大新金融中心 31樓 3101–5 室。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創業板上市。  本公司乃一間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提供組織工程產品。  
2.    編製基準編製基準編製基準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而編製，並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規定。  截至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法編製，而編製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所使用之主要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者貫徹一致。於本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與本集團有關且自本期間起生效的多項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詮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或表現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已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3.    收益收益收益收益     本集團收益指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內向外部顧客出售貨物之已收及應收款項淨額，以及發票價值。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截至一月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止九個月止九個月止九個月     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銷售組織工程產品 1,370  124  1,370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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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財務費用財務費用財務費用財務費用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截至一月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止九個月止九個月止九個月     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銀行貸款、其他應付賬項及須於一年內全部償還      之應付附屬公司非控股東權益款項之利息 3,895   1,163     貸款成本總額 3,895   1,163 減:資本化總額 (2,479)  -      1,416   1,163  
5.    除所得稅前虧損除所得稅前虧損除所得稅前虧損除所得稅前虧損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截至一月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止九個月止九個月止九個月     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除所得稅前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土地使用權及經營租賃預付款項攤銷 82   81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11,628   12,065  折舊 1,012  968  辦公室物業之經營租賃租金 2,981   3,165  研究及開發 8,953   11,874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10,135   10,924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117   936  利息收入 (209)   (1,565)  
6.    所得稅所得稅所得稅所得稅抵免抵免抵免抵免╱╱╱╱（（（（開支開支開支開支））））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截至一月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止九個月止九個月止九個月  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中國企業所得稅 -  (962) 香港利得稅 -  -      -  (962) 所得稅抵免 1,408  1,532       1,408  570   由於組成本集團之各公司無應課稅溢利，故當前期間財務報告無作出利得稅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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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股息（二零一二年：無）。  
8.    每股虧損每股虧損每股虧損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截至一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止三個月止三個月止三個月        截至一月三月十一日截至一月三月十一日截至一月三月十一日截至一月三月十一日    止九個月止九個月止九個月止九個月      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    

16,033 
 

 

18,183 
 

 

39,617 
 

 

41,300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截至一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止三個月止三個月止三個月        截至一月三月十一日截至一月三月十一日截至一月三月十一日截至一月三月十一日    止九個月止九個月止九個月止九個月      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    千股千股千股千股     二零一二年 千股  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    千股千股千股千股     二零一二年 千股                股份數目：               就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的普通     股加權平均數  
7,511,880  7,056,880  7,306,030  7,056,880  由於期內並無潛在普通股，故無呈列截至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之每股攤薄虧損。   

9.    股本股本股本股本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   股份數目股份數目股份數目股份數目    千股千股千股千股  數額數額數額數額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股份數目 千股  數額 千港元          法定股本：         每股面值 0.01港元之普通股  10,000,000  100,000  10,000,000  1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期初  7,056,880  70,569  7,056,880  70,569          於配售安排發行之股份 (附註)  
455,000  4,550  -  -          於期終  7,511,880  75,119  7,056,880  70,569  附註：  於二零一二年八月十四日，根據本公司與配售代理訂立之配售協議，本公司按每股股份 0.22 港元之價格向本公司一位關連人士發行合共 455,000,000 股每股面值 0.01 港元之新普通股。配售已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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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三三三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非控股非控股非控股非控股    股東權益股東權益股東權益股東權益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股本股本股本股本        股份溢價股份溢價股份溢價股份溢價        換算儲備換算儲備換算儲備換算儲備        特殊儲備特殊儲備特殊儲備特殊儲備            其他儲備其他儲備其他儲備其他儲備        累累累累計虧損計虧損計虧損計虧損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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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1)   (附註 2)       

 
                  

 
 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一日(經審核) 70,569  384,801   6,740  (200)   33,169   (102,091)  392,988   25,674  

 
418,662  期間虧損 -  -  -  -   -  (41,300)  (41,300)  (5,468) 

 
(46,768)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 -  -  -  -   -  -  -  (2,594) 

 
(2,594)                   其他全面收入其他全面收入其他全面收入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之財務報表的滙兌收益 -  -  478  -   - -  478   1,233  

 
1,711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未經審核) 70,569  384,801   7,218  (200)   33,169   (143,391)  352,166   18,845  

 
371,011                   

 
 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一日(經審核) 70,569  384,801   8,798  (200)   33,169   (159,200)  337,937   14,721  

 
352,658  視作收購非控股股東權益 -  -  -  -   (89)  -  (89)  89  

 
- 按溢價發行股份 4,550  95,550   -  -   -  -  100,100   - 

 
100,100  股份發行開支 -  (3,268)  -  -   -  -  (3,268)  - 

 
(3,268) 期間虧損 -  -  -  -   -  (39,617)  (39,617)  (4,707) 

 
 (44,324)                   其他全面收入其他全面收入其他全面收入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之財務報表的滙兌收益 -  -  1,301  -   -  -  1,301   720  

 
2,021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未經審核) 75,119  477,083   10,099  (200)   33,080   (198,817)  434,680   10,823  

 
407,187   附註：  

(1) 特殊儲備指本集團於二零零一年重組時，被收購附屬公司股份面值與本公司就收購該等附屬公司而予以發行之本公司股份面值之差額。  
(2) 其他儲備指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及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止期間就增加於一間附屬公司（陝西艾爾膚組織工程有限公司,「陝西艾爾膚」）之股權所付代價之公平值與非控股股東權益調整金額之差額。  

11.    資產抵押資產抵押資產抵押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金為人民幣三仟萬之銀行貸款，乃以本集團賬面值約 93,475,000 港元的物業、廠房及設備及土地使用權作抵押，以獲得銀行貸款。  
12.    資本承擔資本承擔資本承擔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就購買已訂約但未撥備之廠房及設備（經扣除已付按金）及贊助研究之資本開支承擔約 5,438,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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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於一間合資公司之增資於一間合資公司之增資於一間合資公司之增資於一間合資公司之增資        於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FD(H) Investments Limited 與陝西艾爾膚之非控股股東權益訂立增資協議，據此，陝西艾爾膚將注資由人民幣 116,900,000 元增至人民幣 176,900,000 元。增資全數由本集團作出，即現金人民幣 60,000,000 元。增資完成後，本集團的股權由約 87.68%增至約 91.85%。增資乃於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日完成。該等交易導致被視作收購非控股股東權益之調整 89,000 港元，其已計入權益中的「其他儲備」並應佔本公司擁有人。     
14. 結算日後事項結算日後事項結算日後事項結算日後事項     

(i)            配售新股配售新股配售新股配售新股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四日，根據本公司與配售代理訂立之配售協議，該配售代理同意作為配售代理在盡最大努力的基礎下有條件的按每股配售股份 0.165 港元之配售價配售合共最多 1,500,000,000 股配售股份予一關連人士及一個獨立第三者。截至報告日期，配售仍在進行中。 
 

(ii)  增加法定股本增加法定股本增加法定股本增加法定股本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四日，董事會建議透過增設額外 90,000,000,000 股未發行的股份，將本公司之法定股本由 100,000,000 港元（分為 10,000,000,000 股的股份）增加至 1,000,000,000 港元（分為
100,000,000,000 股的股份），其將在所有方面與已發行的股份享有同等地位。本公司增加法定股本須經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普通決議案後，方可作實。概無股東須於就將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提呈有關增加法定股本之決議案放棄投票。    

    

    

業務回顧及展望業務回顧及展望業務回顧及展望業務回顧及展望    

 

財務回顧財務回顧財務回顧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本集團錄得總收益約 1,370,000 港元，而本公司擁有

人應佔虧損約為 39,617,000 港元，而去年同期的收益則約為 124,000 港元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虧損約為 41,300,000 港元。與 2012 年同期相比代表增加收益約 1,246,000 港元或 1004%。由於

西安的廠房尚在試產階段而生產批量較少，所以引致毛損。 

 

期間行政開支與 2012 年相比減少約 3,451,000 港元或 7%，主要原因為研究及開發在本期間減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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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    

 

本集團之新生產基地本集團之新生產基地本集團之新生產基地本集團之新生產基地 

 

透過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日完成的增資擴股，本集團再注資人民幣六仟萬元作為本集團之附屬

公司陝西艾爾膚組織工程有限公司（「陝西艾爾膚」）的註冊資本金，本集團之持股權由約

87.68%增至約 91.85%。此次增資確保了陝西艾爾膚有足夠的營運資金，可以加快各臨床及位於

陝西省西安生產基地（「新廠房」）的試產及驗收進度。 

 

新廠房已經完成了所有安體膚的設備安裝，現正在試產階段。大部份試產產品已經通過基準測

試，達高合格率。有關政府部門進行新廠房的驗收已經完成，我們正在申請新廠房之房產證的

過程中。安體膚之產業化將在獲得所需的中國相關監管機構的證照和批准，並符合無菌標準後

開始，預計將在二零一三年第三季進行。 

 

陝西艾爾膚及其附屬公司的臨床研發項目的進展陝西艾爾膚及其附屬公司的臨床研發項目的進展陝西艾爾膚及其附屬公司的臨床研發項目的進展陝西艾爾膚及其附屬公司的臨床研發項目的進展 

 

陝西艾爾膚的臨床研發項目陝西艾爾膚的臨床研發項目陝西艾爾膚的臨床研發項目陝西艾爾膚的臨床研發項目 

 

我們的再生皮膚「安體膚」是陝西艾爾膚目前的主要產品。安體膚在治療燒傷和燙傷方面可以

有效地減輕病患者疼痛，縮短癒合時間，並減少疤痕。為了擴大安體膚之適用範圍，我們繼續

與各大醫院就慢性難治性糖尿病足潰瘍進行了臨床試驗之工作。這些臨床試驗取得良好的療效

結果，並於二零一三年一月底，我們已經完成了約75%所需的試驗。我們預期這些臨床試驗將

在二零一三年下半年完成，但要視乎每個試驗樣本/病患者之反應及接受的不同情況而定。在

所需的臨床試驗圓滿完成後，就糖尿病性潰瘍此額外的適用範圍，本集團將申報資料包送中國

之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進行註冊。 

 

對於另一主要針對深 II 度燒傷之產品「重組人脫細胞真皮基質(真皮)」(經濟版的安體膚)，我們

也進入臨床試驗階段，於二零一三年一月底已完成約 30%所需的試驗。並預期這些臨床試驗將

在二零一四年上半年完成，但要視乎每個試驗樣本/病患者之反應及接受的不同情況而定。 

 

陝西艾尼爾角膜工程有限公司在深圳的附屬公司所負責之「脫細胞眼角膜」，於二零一三年一

月底我們已完成了超過 75%所需的試驗。我們預期這些臨床試驗將在二零一三年下半年完成，

但要視乎每個試驗樣本/病患者之反應及接受的不同情況而定。董事擬於所需的臨床試驗完成

後，預計將在二零一四年上半年，申請脫細胞眼角膜之生產許可證。此後，脫細胞眼角膜預計

將進入產業化。角膜產品的銷售和營銷活動預計將於二零一四年第三季度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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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陝西艾博生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所開發之「選擇性脫細胞雙層皮(豬皮)」，於二零一三年一月底

我們已完成了約 20%所需的試驗。我們預期這些臨床試驗將在二零一四年上半年完成，但要視

乎每個試驗樣本/病患者之反應及接受的不同情況而定。 

 

業務展望業務展望業務展望業務展望    

 

隨著幹細胞研發的日益普及，來自世界各地的科學家爭相探索將各研發成果轉化成有意義的應

用於人類之幹細胞相關產品的可能性。他們都希望該些相關產品可為維護人類的健康提供解決

方案。本集團的首個組織工程產品「安體膚」，是第一個被公認及在中國有註冊證書的再生產

品。此外，我們在陝西省西安的組織工程生產基地也是中國第一個此類生產基地。本集團將繼

續致力於其他組織工程產品的研發，同時加快現有脫細胞眼角膜及脫細胞雙層皮(豬皮) 之臨床

試驗的進度。 

 

本集團的銷售主體，陝西中經豐德經貿發展有限公司，一直在尋求合適的醫療產品及設備的銷

售代理機會，以加強我們的銷售業務發展。同時，我們正在建立一個銷售團隊負責第三方的醫

療產品和設備的銷售。就此，我們的銷售團隊已有充分的準備，並建立我們的銷售網絡。當我

們的自有產品準備推出時，我們的銷售和營銷基礎設施經已形成並可為我們推廣自有產品。 

 

二零一三年一月，我們贊助了香港大學的一個研究項目，該研究項目已於深入階段，其重點在

於了解衰老的分子機制和發展幹細胞抗老化方案。我們希望本集團將可利用這些研究成果，並

能把它們發展成可應用的商機。 

 

中國政府對高科技產業(包括生物醫藥產業之分支，組織工程部份)已經顯示出巨大的支持。本

集團將繼續爭取更多中國政府的支持，為擴大我們於組織工程研發之覆蓋面提供額外資源，以

保持作為行業先驅的領先地位。 

 

為了加強本集團之一般營運資金基礎及其研發能力，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四日與建銀

國際金融有限公司訂立一份配售協議。本公司將發行合共最多 1,500,000,000 股新普通股，配售

價為每股配售股份 0.165 港元。配售所得款項淨額估計將達到約 2.45億港元。 

 

由於本集團繼續物識和投資於合適商機及擴大和提高其研發能力; 及可能考慮尋求收購少數股

東在本集團之非全資附屬公司之權益，如有適合可行的集資選擇(其符合本集團及股東的最大利

益)，董事會可能考慮進一步集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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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交易關連交易關連交易關連交易 

 

於二零一二年八月十四日本公司與建銀國際金融有限公司（「配售代理」）訂立配售協議

（「2012 配售協議」），據此，配售代理已有條件地同意盡力促成承配人按每股配售股份 0.22 港

元之配售價認購合共最多 455,000,000 股配售股份（「2012配售事項」）。同日，配售代理已同意

配售，而全輝控股有限公司 (「全輝」 )已同意以每股配售股份 0.22 港元之配售價認購

455,000,000 股配售股份，惟謹 2012配售協議根據其條款成為無條件後方告落實。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四日本公司與配售代理訂立另一份配售協議（「2013 配售協議」），據

此，配售代理已同意作為配售代理在盡最大努力的基礎下有條件的按每股配售股份 0.165 港元

（「2013配售股份」）之配售價配售合共最多 1,500,000,000 股配售股份（「2013配售事項」）。同

日，配售代理已同意配售，而全輝已同意以每股配售股份 0.165 港元之配售價認購 500,000,000

股配售股份，惟謹 2013配售協議根據其條款成為無條件後方告落實。 

 

於二零一二年八月十四日及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四日，全輝是由戴昱敏先生（本公司執行董事

兼行政總裁）間接擁有 53.33%之權益及為本公司之主要股東，故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其為本

公司之關連人士。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 2012 配售事項及按 2013 配售事項配發及發行 2013

配售股份予全輝構成本公司關連交易，並需本公司之獨立股東批准。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六日，2012 配售協議已成為無條件及 2012 配售事項已告完成。交易詳

情刊登於二零一二年八月十四日和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六日的公告及二零一二年九月四日的通

函。 

 

2013 配售事項之交易詳情刊登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四日及二零一三年三月五日的公告內

（「該等公告」）。如於該等公告中所述一份載有（其中包括）2013 配售事項及增加本公司法定

股本之詳細資料及召開股東特別大會的通知之通函，將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五日或之前寄發予股

東。由於需要額外時間落實通函內之若干資料，預期寄發通函的日期將被推遲至二零一三年三

月十九日或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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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之權益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之權益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之權益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之權益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及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於本公司或其

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 部）之

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 部第 7 及 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

所之權益及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有關條文被當作或視作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

須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 條規定存置之登記冊之權益及淡倉，或根據創業板

上市規則第 5.46條有關董事進行買賣之規定而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好倉好倉好倉好倉－－－－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    董事姓名董事姓名董事姓名董事姓名    身份身份身份身份    於股份之於股份之於股份之於股份之    好倉總數好倉總數好倉總數好倉總數    佔已發行股本佔已發行股本佔已發行股本佔已發行股本    之概約百分比之概約百分比之概約百分比之概約百分比    於相關股份於相關股份於相關股份於相關股份    之總數之總數之總數之總數    戴昱敏 由受控法團持有（附註 1） 1,385,320,319 18.44% - 黃世雄 實益擁有人 30,000,000 0.40% -  附註：  
(1) 全輝由戴昱敏先生全資擁有的 Forerunner Technology Limited實益擁有 40%、由胡永剛先生實益擁有 40%及

Honour Top Holdings Limited實益擁有 20%，而 Honour Top Holdings Limited 分別由 Forerunner Technology 

Limited 及劉春平先生實益擁有 66.67%及 33.33%。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本公司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戴昱敏先生及胡永剛先生被視為於由全輝所持有 1,385,320,319 股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權益。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四日，全輝已同意以每股配售股份 0.165 港元之配售價認購 500,000,000 股配售股份，惟謹 2013 配售協議根據其條款成為無條件後方告落實。截至本報告之日期，2013 配售事項仍在進行中。於 2013配售事項完成時，全輝將擁有 1,885,320,319 股本公司股份(假設全輝於本報告之日期至 2013配售事項完成日期沒有買賣本公司股份)，為約 20.92%本公司之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董事或本公司之主要行政人員及彼等各自之

聯繫人（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 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 部第 7 及 8 分部知會

本公司及聯交所（包括根據該等證券及期貨條例條文被視為或當作擁有之權益或淡倉），亦無

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條列入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及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5.46條

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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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之權益主要股東之權益主要股東之權益主要股東之權益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除上文所披露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之權益及淡倉外，於本

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 部第 2 及 3分部條文向本公司披露之

權益及淡倉，或直接或間接擁有附有權利在任何情況下均可於本公司或主要股東之股東大會上

投票之任何股本類別面值 5%或以上（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36 條存置之登記冊所

記錄者）之人士或公司如下： 

 

好倉好倉好倉好倉----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份份份之之之之權權權權益益益益    

 董事姓名董事姓名董事姓名董事姓名    身份身份身份身份    於股份之於股份之於股份之於股份之    好倉總數好倉總數好倉總數好倉總數    佔已發行股本佔已發行股本佔已發行股本佔已發行股本    之概約百分比之概約百分比之概約百分比之概約百分比    於相關股份於相關股份於相關股份於相關股份    之總數之總數之總數之總數    全輝(上文附註 1) 法團 1,385,320,319 18.44% - 

 附註：  
(2)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國晟融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晟融」)已同意以每股配售股份 0.165 港元之配售價認購 1,000,000,000 股配售股份，惟謹 2013 配售協議根據其條款成為無條件後方告落實。截至報告日期，2013配售事項仍在進行中。 

 於本報告之日期，晟融擁有 200,000,000 股本公司股份及是由(i) 關國亮先生實益擁有 51% 及(ii) 王玉榮女士實益擁有 49%。關國亮先生和王玉榮女士為配偶。 

 於 2013 配售事項完成時，晟融將成為本公司之主要股東及擁有 1,200,000,000 股本公司股份(假設晟融於本報告之日期至 2013配售事項完成日期沒有買賣本公司股份)，為約 13.32%本公司之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據董事本公司及主要行政人員所知，概無人士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 部第 2 及 3分部條文向本公司披

露之權益或淡倉，亦無任何人士直接或間接擁有附有權利在任何情況下均可於本公司或主要股

東之股東大會上投票之任何股本類別面值 5%或以上（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36 條

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者）之權益。 

    

董事收購股份董事收購股份董事收購股份董事收購股份或公司債券或公司債券或公司債券或公司債券之權利之權利之權利之權利    

 

除上文「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之權益」一節及下文「購股權」一節所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一

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任何時間並無授權任何董事或彼等各自之配偶或未滿十八歲之子

女，可藉收購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而獲益，彼等亦無行使任何該等權利；而本公

司、其控股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參與訂立任何安排，致使董事、彼等各自之配偶或未滿

十八歲之子女於任何其他法人團體獲得該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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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競爭競爭競爭性性性性權益權益權益權益    

 

本公司董事或管理層股東或主要股東或彼等各自的任何聯繫人士(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概無

任何與本集團業務產生競爭或可能產生競爭的業務中擁有權益。 

 

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一年七月四日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並於二零一二年三月十五

日就審閱及監督本集團之財務申報程式及內部監控按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之《企業管治守

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修定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現時由呂天能先生擔任主席，另有三

位成員，即陳永恒先生、趙志剛先生及彭中輝先生。審核委員會所有成員均為獨立非執行董

事。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季度業績。 

 

在獨立非執行董事施展熊先生於二零一二年八月六日辭任後，直至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二

十日委任趙志剛先生和彭中輝先生以填補空缺前，本公司僅餘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兩名審核

委員會成員，有關人數乃低於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5.01(1)條、第 5.05A條及 5.28條規定之最低人

數。 

 

購買購買購買購買、、、、出售或贖回證券出售或贖回證券出售或贖回證券出售或贖回證券    

 

截至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

司任何上市證券。 

 

 

承董事會命 

中國生物醫學再生科技有限公司中國生物醫學再生科技有限公司中國生物醫學再生科技有限公司中國生物醫學再生科技有限公司    

主席 

黃世雄 

 

香港，二零一三年三月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黃世雄先生、戴昱敏先生及楊正國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馬龍先生及

金岩博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呂天能先生、陳永恒先生、趙志剛先生及彭中輝先生。 

 

 

本公佈將由其刊發日期起至少一連七日載於創業板網站內「最新公司公告」網頁及本公司網站

www.bmregeneratio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