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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及發展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三十日，福清藥業（本集團現時之主要營運附屬公司）由鍾厚泰先生、

鍾厚堯先生及吳文玉女士成立，彼等分別出資人民幣6,400,000元、人民幣800,000元及人民幣

800,000元。福清藥業分別由鍾厚泰先生、鍾厚堯先生及吳文玉女士擁有80%、10%及10%權

益，並主要從事腦蛋白水解物注射液、硫酸妥布霉素注射液及依托泊 注射液等針劑的製造

與銷售。

陳秋云女士過往一直參與企業及證券投資。於一九九九年，陳秋云女士透過獨立第三方

認識鍾先生。經審核本集團業務後，陳秋云女士決定投資本集團。一九九九年九月十日，鍾

厚泰先生和陳秋云女士分別以現金面值申請670股（佔67%）及330股（佔33%）每股面值1美元之

Long Master 股份。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二日，鍾厚泰先生和陳秋云女士以每股2,200港元的代價分別購得

6,030股及2,970股 Long Master 每股面值1美元的新股份，此後，鍾厚泰先生仍舊持有 Long

Master 67%之權益，陳秋云女士亦仍舊持有 Long Master 33%之權益。

一九九九年九月十三日，鍾厚泰先生、鍾厚堯先生及吳文玉女士分別同意以代價人民幣

6,400,000元、人民幣800,000元及人民幣800,000元轉讓其各自於福清藥業持有之80%、10%及

10%股本權益予 Long Master。總代價相等於當時福清藥業的股本。所收購的淨資產的公平

值約人民幣9,700,000元，而負商譽約人民幣1,700,000元。轉讓於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一日獲

福清市對外經濟貿易委員會批准。而於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六日，福清藥業成為 Long Master

全資附屬公司並轉變為一家外商獨資企業。

自福清藥業成立以來，本集團一直推廣及銷售其藥品。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獲

得超過40種藥品的批准文號。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及截至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從事其中17種產品的生產與銷售。

於二零零零年，福清藥業在市場上推出三種藥品，即鹽酸消旋山莨菪注射液（1毫升：

10毫克）、維生素B6注射液（2毫升：100毫克）及硫酸卡那霉素注射液（2毫升：0.5克）。

為符合藥品生產的 GMP 標準要求，福清藥業於二零零零年就其小容量注射劑的生產

設施進行技術改造。該項目於二零零零年二月被福清市政府列為福清市重點項目。於二零零

一年，福清藥業更被福州市人民政府列為福州市重點企業。

於二零零一年三月，福清藥業獲福州市人民政府列作福州市「十五」計劃重點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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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集團生產線的建立及設計均依據 GMP 的標準，故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二月十

五日獲小容量注射劑的 GMP 認證，有關證書將於二零零六年二月十五日到期。本集團將

於 GMP 認證到期時申請續期。

於二零零一年，本集團開始興建新廠房用作生產大容量注射劑，該廠房位於一九九六年

興建及開始營運的小容量注射劑廠房的毗鄰。根據生產機器的特性，容量100毫升的瓶裝生

產率為每小時約7,200瓶或容量500毫升則為每小時6,000瓶。因此，在投入運作後，大容量注

射劑廠房的年生產能力預計為約3,000萬至3,600萬瓶，視乎每瓶的容量而定。

於二零零二年五月三十日，福清藥業亦獲大容量注射劑的 GMP 認證，有關證書於二

零零三年五月三十日到期。大容量注射劑的 GMP 認證已於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日續期，

有效期至二零零八年八月十九日。於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日更新 GMP 認證前，概無進行

有關大容量注射劑的生產。本集團將於 GMP 認證到期時申請續期。大容量注射劑已於二

零零三年九月開始大規模生產。

於二零零二年七月二十五日，福清藥業獲福建省科技廳評為高新技術企業。

於二零零二年，福清藥業將其兩種藥品推出市場，即胞磷膽鈉注射液（2毫升：0.25克）

及酚磺乙胺注射液（2毫升：0.5克）。胞磷膽鈉注射液佔本集團二零零二年度營業額約31%。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在中國9個省份、1個自治區及3個直轄市銷售其藥品。本

集團所有藥品均獲相關的管理機關批准在中國生產及分銷。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共

聘用173名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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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架構

以下圖表顯示本集團緊隨完成股份發售及資本化發行（假設並無行使超額配股權）之企業

架構：

100% 100%

52.93% 20.07% 27%

100%

100%

鍾厚泰 陳秋云

卓達
（於英屬處女群島
註冊成立）
投資控股

普天
（於英屬處女群島
註冊成立）
投資控股

公眾人士

本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

投資控股

Long Master
（於英屬處女群島
註冊成立 ）
投資控股

福清藥業
（於中國註冊成立）
製造、銷售及研究
及開發藥品

業務簡述

本集團主要在中國從事生產、銷售、研究及開發「南少林」品牌針劑類注射液產品。於最

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所 有產品均為小容量注射劑及大容量注射劑，其原有化學配方已

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中華人民共和國宪生部藥品標準及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國家藥品

標準，均屬公開資料。本集團的產品應用於治療不同疾病，例如依托泊 注射液用於治療不

同惡性腫瘤及胞磷膽鈉注射液用於腦部運作。本集團產品的應用詳情載於本招股章程「業

務」一節「產品」一段。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已從食品藥品監管局、福建省藥品監督

管理局及福建省宪生廳取得生產及銷售逾40種藥品的批文，全部均屬注射液劑型。而此等藥

品中，本集團總共有17款藥品於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及截至二零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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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在中國銷售。此等產品均根據本集團管理層所作的市場分析、毛利率

及物料供應而選取。自本集團於一九九六年開始營運以來，其所有產品均於中國銷售。

本集團的六種主要產品佔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及截

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營業額的絕大部份。胞磷膽鈉注射液、依托泊 注射

液、硫酸妥布霉素注射液、鹽酸林可霉素注射液、硫酸卡那霉素注射液及地塞米松磷酸鈉注

射液於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及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營業額分別佔本集團的營業總額約82%、93%、98%及94%。依托泊 注射液於截至二零零二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及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營業額分別佔本集團

的營業總額約43.6%、31.4%、38.7%及43.4%。胞磷膽鈉注射液於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及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營業額分別佔本集團的營業總額

約0%、0%、30.6%及32.2%。

本集團所有藥品均獲食品藥品監管局、福建省藥品監督管理局及福建省宪生廳批准在中

國生產及分銷。在本集團眾多產品中，董事認為胞磷膽鈉注射液及依托泊 注射液為本集

團核心產品，合共約佔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及截至二零零

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營業總額之44%、31%、69%及76%。

本集團的產品最終售予國內擁有《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的醫院及診所，以及擁有《藥品

經營許可證》的藥房。為促進產品分銷，本集團將其大部份產品出售予國內獨立於本集團的

藥品分銷商。其次，本集團亦直接出售其產品予醫院及診所。40家分銷商的銷售額約佔本集

團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營業額的92%。餘下8%屬醫院及診所的直接銷售

額。本集團現已與六家主要分銷商（本集團的獨立第三方）訂立分銷協議，涵蓋廣西壯族自治

區、貴州、福州、北京、重慶及三明等地區。根據分銷協議，分銷商同意（其中包括）於有關

協議所定的地區內分銷及推廣本集團產品，並向分銷商的客戶提供售後服務，以維持本集團

的形象。本集團則同意（其中包括）向分銷商提供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相關標準的藥品及

宣傳材料。該等協議亦訂明分銷商不准於限定的地區以外分銷該等產品，而本集團同樣不准

於限定的地區內設立額外的分銷點，惟雙方共同同意者則除外。該等協議全部為期三年，並

將於二零零四年一月或二月到期。董事確認分銷協議的三年期乃本集團與有關分銷商經磋商

後協定。由於分銷商須達致人民幣2,000,000元至人民幣3,000,000元不等的銷售目標，故董事

認為該等協議容許本集團在特定期間確保可靠的分銷渠道。根據此等協議的條款，此等協議

將自動續期，除非協議的任何一方向另一方提供不少於三個月的事前書面終止通知終止協議。

此等分銷協議並無於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及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



業 務

— 50 —

日止六個月提早終止。另外，本集團與六名主要分銷商擁有逾三年業務夥伴關係。故此，董

事並不預期此等分銷協議將於正常情況下被終止。即使協議任何一方終止任何分銷協議，由

於董事預期不難取代此等分銷商，故董事相信此情況不會對本集團的營運有所影響。

本集團的銷售及分銷網絡由獨立分銷商及其本身的銷售代表組成。目前，本集團的銷售

及分銷網絡分為5個主要區域，於中國覆蓋約9個省、1個自治區及3個直轄市。本集團的銷售

網絡詳情請參閱本招股章程「業務」一節「銷售及市場推廣」一段。

《藥品流通監督管理辦法》（暫行）規定，本集團所有產品只允許向領有牌照及合資格之客

戶銷售。本集團與分銷商訂立銷售合約前，將審閱客戶的《藥品經營許可證》或《醫療機構執

業許可證》。

本集團從中國的供應商處採購其所有原材料，如原料藥及包裝物料。為確保供應穩定，

本集團已與九家主要獨立供應商就主要的原料藥及包裝物料訂立書面供應協議。供應協議的

詳情載於本招股章程「業務」內「供應商」一段。

本集團擁有的所有生產設施均位於中國福建省。廠房及配套建設分別一九九五年及二零

零二年間施工及竣工等。於一九九九年根據 GMP 標準改造後，本集團分別於二零零一年

二月及二零零二年五月獲授小容量注射劑及大容量注射劑 GMP 認證。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的研究及開發隊伍共有九名成員，其中兩名擁有藥劑學

大學學位，一名擁有醫學大學學位及另一名擁有生物工程大學學歷。其他五名研究及開發隊

伍之成員，則負責品質控制、市場分析、申請新產品及標簽設計。研究及開發隊伍由鍾厚堯

先生領導，並包括其他專業人士。本集團的顧問委員會亦將不時就新產品的開發提供技術意

見。

自二零零一年以來，本集團之業務仍大幅增長，主要由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添置機器加

快生產過程，並於二零零一年添置兩台生產設施，以及於二零零二年推出胞磷膽鈉注射液。

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營業額及股東應佔日常業務純利約為人民

幣78,000,000元及人民幣26,000,000元，較上一年度分別上升約122%及158%。此外，截至二零

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營業額及股東應佔日常業務純利分別較上一年度增

加約99%及89%，達到約人民幣156,000,000元及人民幣49,000,000元。

董事相信本集團具有以下主要競爭優勢：

— 家傳戶曉的「南少林」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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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 GMP 認證之生產設施；

— 於中國已建立的獨立分銷商及銷售網絡；

— 豐富的藥品系列（超過40種藥劑獲授生產批准文號）；及

— 專業而富有經驗的顧問委員會、管理隊伍及生產隊伍。

本集團之目標是成為中國境內領先的醫藥企業之一，集中生產、銷售、研究及開發以「南

少林」為品牌之藥品。

產品

以下為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及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按產品的營業額分析：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銷售額 銷售額 銷售額 銷售額

銷售額 百分比 銷售額 百分比 銷售額 百分比 銷售額 百分比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依托泊 注射液 （5毫升：0.1克） 15,349 43.56% 24,519 31.40% 60,226 38.72% 38,776 43.41%

胞磷梦鈉注射液 （2毫升：0.25克） — 0.00% — 0.00% 47,522 30.55% 28,752 32.19%

硫酸妥布霉素注射液 （2毫升：80,000單位） 4,411 12.52% 11,468 14.68% 14,902 9.58% 6,567 7.35%

鹽酸林可霉素注射液 （2毫升：0.6克） 2,816 7.99% 14,889 19.06% 13,200 8.49% 5,221 5.84%

硫酸卡那霉素注射液 （2毫升：0.5克） 4,638 13.16% 11,636 14.90% 10,044 6.46% 1,635 1.83%

地塞米松磷酸鈉注射液 （1毫升：5毫克） 1,723 4.89% 10,431 13.36% 6,719 4.32% 2,798 3.13%

維生素B6注射液 （2毫升：0.1克） 2,553 7.25% 1,791 2.29% 1,280 0.82% 115 0.13%

西咪替丁注射液 （2毫升：0.2克） 1,799 5.11% 2,533 3.24% 900 0.58% 1,241 1.39%

酚磺乙胺注射液 （2毫升：0.5克） — 0.00% — 0.00% 754 0.48% 310 0.35%

利巴韋林注射液 （1毫升：0.1克） — 0.00% — 0.00% — 0.00% 1,751 1.96%

鹽酸消旋山莨菪注射液 （1毫升：10毫克） 763 2.17% — 0.00% — 0.00% 486 0.54%

維生素B12注射液 （1毫升：1毫克） — 0.00% 832 1.07% — 0.00% 366 0.41%

酚磺乙胺注射液 （5毫升：1克） — 0.00% — 0.00% — 0.00% 871 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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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銷售額 銷售額 銷售額 銷售額

銷售額 百分比 銷售額 百分比 銷售額 百分比 銷售額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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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硫酸慶大霉素注射液 （2毫升：80,000單位） 867 2.46% — 0.00% — 0.00% — 0.00%

維生素B6注射液 （1毫升：50毫克） — 0.00% — 0.00% — 0.00% 439 0.49%

鹽酸消旋山莨菪注射液 （1毫升：5毫克） 206 0.58% — 0.00% — 0.00% — 0.00%

地塞米松磷酸鈉注射液 （1毫升：2毫克） 108 0.31% — 0.00% — 0.00% — 0.00%

35,233 100% 78,099 100% 155,547 100% 89,328 100%

就於中國生產特定藥品前取得《藥品批准文號》乃法例規定。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

團已為以下產品取得有效《藥品批准文號》，以生產以下產品：

藥品通用名稱 藥品批准文號 醫科類別** 劑型 醫學應用

鹽酸林可霉素注射液 國藥准字 抗生素類藥 注射液 葡萄球菌屬、肺炎鏈球菌、

H35020027 （2毫升：0.6克） 鏈球菌等感染

安乃近注射液 國藥准字 解熱鎮痛藥 注射液 解熱、頭痛、

　（諾瓦經）* H35020024 （2毫升：0.5克） 偏頭痛、肌肉痛、

關節痛和痛經等

硫酸卡那霉素注射液 國藥准字 抗生素類藥 注射液 大腸埃希菌、產氣腸桿菌

H35020025 （2毫升：0.5克） 等感染，如肺炎

硫酸阿米卡星注射液 國藥准字 抗生素類藥 注射液 銅綠假單胞菌及

H35020026 （2毫升：0.2克） 部份其他假單胞菌、

埃希大腸桿菌、

變形桿菌屬細菌、

克雷伯菌屬、腸桿菌屬、

沙雷菌屬、不動桿菌屬等

敏感革蘭陰性桿菌與

葡萄球菌屬（甲氧西林

敏感株）所致嚴重感染

維生素B12注射液 國藥准字 抗貧血藥 注射液 巨幼細胞性貧血及

H35020023 （1毫升：1毫克） 神經炎輔助治療

維生素B12注射液 國藥准字 抗貧血藥 注射液 巨幼細胞性貧血

H35020022 （1毫升：0.5毫克） 及神經炎的輔助治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