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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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
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Animal Healthcare Ltd. 

中國動物保健品有限公司* 

（在百慕達註冊成立之有限公司） 

（香港股份代號：0940） 

（新加坡股份代號：EP4） 

 

海外監管公告 

2011年第一季度業績 

及 

恢復買賣 

 

本海外監管公告乃轉載中國動物保健品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新加坡證券交易所有限公

司上市手冊就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2011年3月31日止期間之首季業績發表之公佈。為遵守香

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2)條（規定上市發行人確定倘上市發行人之證券同

時在其他證券交易所上市，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會同時獲告知於任何該等其他證券交易所公

佈之任何資料，而該等資料於其他市場發佈時，須同時於香港市場發佈），請參閱附於下頁之公

告，該公告將於2011年4月21日在新加坡證券交易所有限公司刊發。  

 

 

 應本公司要求，本公司的股份在聯交所的買賣自二零一一年四月二十一日上午九時零五分起暫時停

止，以待發表本公告。本公司將向聯交所申請於二零一一年四月二十一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起恢復本

公司股份在聯交所的買賣。 

 

 
承董事會命 

中國動物保健品有限公司 
主席、執行董事兼首席執行官 

王彥剛 
 
新加坡，2011年4月21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行董事為王彥剛先生及孫金國先生。本公司非執行董事為付山先生。本
公司獨立非執行董事為王建源先生、馮靜蘭女士及王剛先生。 
 
* 僅供識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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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動物保健品有限公司 

   

    

中國動物保健品有限公司（「本公司」或「中國動物保健品」）及其附屬公司（統稱「中國

動物保健品集團」）截至 2011 年 3 月 31 日止第一季（三個月）之未經審核財務報表及股息公

告  

 

第一部份－季度（第一季、第二季及第三季）、半年及全年業績公告之規定資料 

 

1(a) 收益表（集團），連同緊接的上個財務年度相應期間之比較報表。 

 

2011年3月31日 2010年3月31日 變動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

銷售收入 131,343             115,246            14.0          
銷售成本 (31,573)             (28,358)             11.3          
毛利 99,770               86,888              14.8          
其他營運收入 1,263                 40                     3,057.5     
衍生金融工具公允價值變動 23,661               -                    
銷售及分銷開支 (31,444)             (28,956)             8.6            
行政開支 (23,401)             (8,737)               167.8        
營運利潤 69,849               49,235              41.9          
融資收入 420                    1,558                (73.0)         
融資成本 (5,599)               (98)                    5,613.3     
稅前利潤 64,670               50,695              27.6          
稅項 (11,300)             (13,300)             (15.0)         
期內利潤及全面收入總額 53,370               37,395              42.7          

以下人士應佔年內利潤及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58,260               36,606              59.2          
非控股權益 (4,890)               789                   (719.8)       

53,370               37,395              

本集團

截至以下日期止3個月（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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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稅前利潤已扣除╱（計入）下列各項： 

 

2011年3月31日2010年3月31日 變動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

已售存貨成本 31,573           28,358           11.3          
員工成本 21,215           18,793           12.9          
差旅開支 11,285           11,727           (3.8)           
董事袍金 331                237                39.7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735             1,172             218.7        
土地使用權攤銷 103                62                  66.1          
技術權攤銷 9,833             750                1,211.1     
菌株攤銷 300                -                 n.m
租金 — 經營租賃 2,254             1,678             34.3          
按攤銷成本計算的可換股債券利息 5,266             -                 n.m
利息開支 274                53                  417.0        
利息收入 (420)              (1,558)            (73.0)         

本集團

截至以下日期止3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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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i) 資產負債表（發行人及集團），連同緊接的上個財務年度末之比較報表。

2011年3月31日 2010年12月31日 2011年3月31日 2010年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非流動資產
於附屬公司的投資 -                         -                          1,337,663              1,298,424                 
物業、廠房及設備 198,576                 200,362                  -                         -                           
土地使用權 19,038                   19,141                    -                         -                           
可供出售投資 1,125                     1,125                      -                         -                           
無形資產 664,917                 675,050                  -                         -                           
商譽 124,617                 124,617                  -                         -                           
遞延稅項資產 6,030                     4,700                      -                         -                           

1,014,303              1,024,995               1,337,663              1,298,424                 

流動資產

存貨 22,816                   15,082                    -                         -                           
應收賬款 22,686                   56,613                    -                         -                           
其他應收款項 44,379                   5,132                      -                         -                           
已質押存款 17,667                   4,000                      -                         -                           
現金及現金等價物 550,400                 485,095                  94,673                   108,875                    

657,948                 565,922                  94,673                   108,875                    

總資產 1,672,251             1,590,917             1,432,336             1,407,299               

權益及負債

流動負債
應付賬款 13,145                   4,339                      -                         -                           
其他應付款項 28,047                   48,525                    3,870                     15,687                      
借款 50,708                   20,000                    -                         -                           
所得稅撥備 11,921                   19,439                    -                         -                           

103,821                 92,303                    3,870                     15,687                      

非流動負債
衍生金融工具 128,353                 153,174                  128,353                 153,174                    
可換股債券 109,075                 104,661                  109,075                 104,661                    
遞延稅項負債 170,413                 171,560                  -                         -                           

407,841                 429,395                  237,428                 257,835                    

總負債 511,662                521,698                241,298                273,522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79,075                   79,075                    147,127                 147,127                    
儲備 871,769                 813,509                  1,043,911              986,650                    

950,844                 892,584                  1,191,038              1,133,777                 
非控股權益 209,745                 176,635                  -                         -                           

1,160,589              1,069,219               1,191,038              1,133,777                 

權益及負債總額 1,672,251             1,590,917             1,432,336             1,407,299               

於於

本集團 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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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ii) 本集團借款及債務證券總額 

 

 本集團 

 於 2011 年 3 月 31 日 於 2010 年 12 月 31 日 

 有抵押 

人民幣千

元 

無抵押 

人民幣千元

有抵押 

人民幣千元 

無抵押 

人民幣千元 

     

於一年或以內或按要求償

還之款項 50,708 -

 

20,000 -

於一年後償還之款項 

- 109,075

 

- 104,661

總計 50,708 109,075 20,000 104,661

  

 

任何抵押品之詳情 

 

貸款人民幣50,700,000元包括滙豐銀行（中國）有限公司向本公司附屬公司內蒙古必威

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必威安泰」）授出之營運資金融資。銀行融資由以下各項

擔保﹕ 

 

1. 本公司提供之企業擔保 16,500,000 美元 

2. 深州保吉安康提供之企業擔保人民幣 60,000,000 元 

3. 以銀行存款質押之人民幣 17,700,000 元 

 

無抵押借貸指本公司於2010年8月11日發行之40,000,000美元可換股債券之負債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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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 現金流量表（集團），連同緊接的上個財務年度相應期間之比較報表。 

 

2011年3月31日 2010年3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活動現金流量

除所得稅前利潤 64,670            50,695             
調整：
  衍生金融工具公允價值變動 (23,661)           -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735              1,172              
  已撇銷廠房及設備 -                  853                 
  土地使用權攤銷 103                 62                   
  技術權攤銷 9,833              750                 
  菌株攤銷 300                 -                  
  外幣匯兌 (2,014)             -                  
  按攤銷成本計算的可換股債券利息 5,266              -                  
  利息收入 (420)                (1,558)             
  利息開支 274                 53                   

            58,086              52,027
營運資金變動前的經營現金流量

營運資金變動：

 存貨 (7,734)             (4,179)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5,320)             3,786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1,673)           12,481             
  經營活動所得現金 33,359            64,115             
  已收利息 420                 1,529              
  已付利息 (274)                (53)                  
  已付所得稅 (21,292)           (7,328)             
經營活動所得現金淨額 12,213            58,263             

投資活動現金流量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1,949)             (1,161)             
建議收購之代價 -                  (200,000)          
非控股權益於附屬公司之投資增加 38,000            -                  
購買其他投資 -                  (1,125)             
投資活動所用現金淨額 36,051            (202,286)          

融資活動現金流量

已質押銀行存款 (17,667)           (24,389)            
借款還款 (20,000)           (27,712)            
借款所得款項 50,708            13,000             
融資活動所得現金淨額 13,041            (39,101)            

現金及現金等價物增加淨額 61,305            (183,124)          
期初現金及現金等價物 489,095           451,245           
期末現金及現金等價物 550,400           268,121           

本集團

至以下日期止3個月（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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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綜合現金流量表而言，現金及現金等價物包括以下各項： 

 

2011年3月31日 2010年3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現金及銀行結餘 568,067             292,510            
減：已質押銀行存款 (17,667)              (24,389)             
現金流量表所載的現金及現金等價物 550,400           268,121            

本集團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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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i) 列報(i)所有權益變動或(ii)資本化發行及分派予股東產生之權益變動以外之權益變動報

表（發行人及集團），連同緊接的上個財務年度相應期間之比較報表。 

 

 

股本 股份溢價 合併儲備 儲備基金 保留溢利 非控股權益 總計

本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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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年1月1日結餘 79,075        309,702       (26,358)        64,933          465,232       176,635                1,069,219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58,260         (4,890)                   53,370          
於附屬公司之投資增加 -              -               -               -               -               38,000                  38,000          

2011年3月31日結餘 79,075        309,702       (26,358)        64,933          523,492       209,745                1,160,589     

2010年1月1日結餘 76,192        259,065       (26,358)        42,511          399,154       21,122                  771,686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36,606         789                       37,395          
  
2009年3月31日結餘 76,192        259,065       (26,358)        42,511          435,760       21,911                  809,08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累計虧損 總計

本集團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2011年1月1日結餘 147,127            1,061,643         (74,993)              1,133,777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57,261               57,261            

2011年3月31日結餘 147,127            1,061,643         (17,732)              1,191,038       

2010年1月1日結餘 144,244            1,011,006         (13,706)              1,141,544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1,286)                (1,286)             
  
2010年3月31日結餘 144,244            1,011,006         (14,992)              1,140,25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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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ii) 自先報告期間結束以來，本公司股本因供股、發行紅股、股份購回、行使購股權或認

股權證、轉換其他已發行股本證券、發行股份（以換取現金或作為收購代價或任何其

他用途），引致的任何變動詳情。另請註明於本申報財政期間結束時及於緊接的上個

財政年度相應期間末，因轉換全部尚未兌換的可換股證券而可予發行的股份數目。 

 

於2010年8月11日，本公司向BCP/CAH Holdings (Cayman) L.P.發行本金額為40,000,000美

元之可換股債券。BCP/CAH Holdings (Cayman) L.P.為Blackstone Capital Partners V L.P.成立

的開曼群島實體。Blackstone Capital Partners V L.P.為特拉華州有限合夥公司，由黑石集

團（「黑石」）的附屬公司擔任顧問。 

 

可換股債券屬零息票，本金額為40,000,000美元，將於2015年8月10日（「到期日」）到

期。可換股債券的兌換期自2010年1月1日起至到期日前五個營業日止，期間將可隨時按

每股0.40新加坡元之價格兌換為136,400,000股股份。 

 

可換股債券持有人自 2012 年 12 月 31 日起四周內，有權要求本公司以贖回價贖回可換

股債券，贖回價相等於本金額另加每年本金額 15%的贖回溢價（按單利率（即非複利

率）以一年 365 日計算並扣除已過的實際天數）。倘若發生可換股債券條款及條件所

指明的失責事件，可換股債券持有人可要求本公司以贖回價贖回可換股債券，贖回價

相等於本金額另加每年本金額 20%的贖回溢價（按每月複利率，以一年 365 日計算並

扣除已過的實際天數）計算的。 

 

(d)(iii) 顯示於本財政期末及緊接的上個年度結束時的已發行股份總數（不包括庫存股份）。 

 
2011年3月31日 2010年12月31日

於期／年末之已發行股份總數 1,591,390,625       1,591,390,625        

 

 (d)(iv) 顯示本申報財政期末庫存股份的所有銷售、轉讓、出售、註銷及╱或動用的報表。 

 

不適用。 

  

 

2. 該等數據是否已經審核或審閱及符合審核準則或慣例。 

 

除本集團及本公司截至 2010 年 12 月 31 日之比較資產負債表外，以上所呈列之財務報

表均已經本公司核數師審核或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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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核數師報告（包括任何保留意見或重點事項）（如該等數據已經審核或審閱）。 

 

不適用。 

 

 

4.  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是否與發行人最近期經審核年度財務報表所採用者相同。 

 

本集團及本公司已於本期間之財務報表採納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截至2010年12月

31日止年度之經審核財務報表採納者相同。 

 

 

5.  如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包括會計準則所規定者）有任何變動，請說明變動的內容及

原因及影響。 

 

無。 

 

 

6.  本集團於本申報財政期間及緊接的上個財政年度相應期間的每股普通股盈利，已扣除

優先股股息的任何撥備。 

 

2011年 2010年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稅後淨利潤 58,260                  36,606                  

a)按加權平均數計算（每股人民幣分） 3.66                      2.35                      

b)按全面攤薄基準（每股人民幣分） 3.66                      2.35                      

適用於每股基本盈利的加權平均股數（千股） 1,591,391             1,558,391             

按全面攤薄基準計算的加權平均股數（千股） 1,591,391             1,558,391             

本集團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每股基本盈利乃按回顧財政期間已發行股份的加權平均股數計算。由於兌換可換股債

券具有反攤薄影響，每股攤薄盈利與每股基本盈利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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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於以下期間末，根據發行人已發行股本為基準計算，每股普通股的資產淨值（發行人及

集團）： 

(a)本申報財政期間；及 

(b)緊接的上個財政年度。 

 

31日3月2011年 31日12月2010年 31日3月2011年 31日12月2010年

於期／年末根據已發行股本 59.75                    56.09                   74.84                    71.24                      
  計算之每股普通股資產淨值

（每股人民幣分）

本集團 本公司

 

本集團及本公司截至 2011 年 3 月 31 日及 2010 年 12 月 31 日之資產淨值，按期／年末已

發行股份 1,591,390,625 股計算。 

 

8.  集團表現回顧，以有助合理地瞭解集團業務所需者為限，惟必須包括對以下各項的討

論： 

  

 (a)於本申報財政期間，影響集團營業額、成本及盈利的任何重大因素，包括（如適用）

季節性或週期性因素；及 

 (b)於本申報財政期間，影響集團現金流量、營運資本、資產或負債的任何重大因素。 

 

收益表回顧 

 

本集團 2011 年第一季及 2010 年第一季按照業務活動之收入之明細分析載列如下： 

 

銷售收入 2011 年第一季 2010 年第一季 

 人民幣 % 人民幣 % 

  

粉劑 98,447 75.0 94,204 81.7 

針劑 9,285 7.0 8,953 7.8 

生物藥 23,611 18.0 12,089 10.5 

  

總計 131,343 100.0 115,246 100.0 

   

 

本集團2011年第一季的總銷售收入達到人民幣131,300,000元，較2010年第一季之人民幣

115,200,000元增加人民幣16,100,000元或14.0%。有關增長乃由於生物藥之銷售額由2010年

第一季之人民幣12,100,000元上升至2011年第一季之人民幣23,600,000元所致。豬瘟疫苗及

豬繁殖與呼吸系統綜合症（「豬藍耳病」）疫苗之銷售額於本季度達致人民幣13,400,000

元，而去年相應期間則為人民幣5,600,000元。然而，由於二月開始實行官方強制疫苗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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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投標，本季度出售予省級獸醫站的強制疫苗之銷售量較2010年第四季大幅度下跌。強

制疫苗的付運一般於下一次投標之前逐步停止，並於投標結束後繼續。普通疫苗的銷量

於本季度亦保持上升趨勢，於2011年第一季錄得人民幣10,200,000元之銷售收入，而於

2010年第一季則為人民幣6,500,000元。 

 

粉劑於2011年第一季之銷售額為人民幣98,400,000元，較2010年第一季增加4.5%。針劑分

部的銷售額較2010年第一季微升人民幣300,000元或3.7%。本集團繼續利用廣泛的網絡，

增加對現有客戶之粉劑及針劑銷量。由於國內消費需求增長，家禽肉及豬肉價格上升，

促成本季度配方藥分部錄得佳績。由於農曆新年期間，中國農民通常會放長假，不從事

育種活動，故2011年第一季營業日數及交易數量均大幅減少，故此本季度配方藥之總銷

售額為人民幣107,700,000元，猶勝2010年第四季度之人民幣119,100,000元。 

  

於2011年第一季及2010年第一季，本集團銷售成本佔其銷售收入分別約為24.0%及

24.6%。於2011年第一季，銷售成本由2010年第一季之人民幣28,400,000元上升人民幣

3,200,000元或11.3%，至人民幣31,600,000元。整體毛利率由2010年第一季之75.4%輕微上

升0.6個百分點，至2011年第一季之76.0%，此乃由於規模經濟效益，導致所有業務分部

之毛利率均微升所致。於2011年第一季，粉劑及針劑之毛利率分別為77.9%及61.8%，而

於2010年第一季則分別為77.4%及61.5%。針劑之毛利率較低，主要由於製造針劑所需之

原材料及包裝材料成本較粉劑高所致。生物藥銷售之毛利率亦於2011年第一季增加至

73.7%，而於2010年第一季則為70.1%，主要原因是本季度強制疫苗之銷量較2010年第一

季有所增加。強制生物藥之毛利率一般較非強制普通疫苗高。總體而言，於2011年第一

季，所有分部之平均售價均無重大波動。同時，本期間之原材料價格繼續維持穩定。 

 

2011年第一季的其他經營收入主要與匯兌收益淨額有關。衍生金融工具於2011年第一季

之公允價值收益為人民幣23,700,000元。 

 

銷售及分銷開支由2010年第一季的人民幣29,000,000元增加人民幣2,500,000元或8.6%至

2011年第一季人民幣31,500,000元，增幅主要源於薪金開支及差旅開支分別增加約人民幣

2,000,000元及人民幣500,000元。薪金開支由2010年第一季的人民幣16,100,000元增加至

2011年第一季的人民幣18,100,000元，主要源於銷售額增加14.0%，導致已付銷售佣金有

所提升。 

 

行政開支由2010年第一季的人民幣8,700,000元增加人民幣14,700,000元至2011年第一季的

人民幣23,400,000元，主要原因是攤銷開支增加人民幣9,400,000元、薪金開支增加人民幣

400,000元、辦公室開支增加人民幣600,000元及經營租賃開支增加人民幣500,000元。此

外，必威安泰生物科技於本季度的開業前開支約為人民幣3,800,000元。開業前開支包括

廠房及設備折舊、生產薪金及其他經營間接成本，此等開支2011年3月開始口蹄疫疫苗商

業生產時將計入存貨成本內。薪金開支由2010年第一季的人民幣2,700,000元增加至2011

年第一季的人民幣3,100,000元，主要由於行政人員人數增加所致。攤銷開支由2010年第

一季的人民幣800,000元增加至2011年第一季之人民幣10,200,000元，主要與北京健翔和牧

及必威安泰生物科技相關。額外的攤銷開支乃2011年第一季豬藍耳病及口蹄疫疫苗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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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技術權人民幣9,100,000元。此外，必威安泰生物科技自政府獸病研發所購買用以生產

口蹄疫疫苗的菌株攤銷為人民幣300,000元。 

 

融資成本增加人民幣5,500,000元，主要由於按攤銷成本計算可換股債券之利息開支人民

幣5,300,000元，而2010年第一季則沒有錄得有關利息成本。其他利息開支主要有關於

2011年3月31日滙豐銀行（中國）有限公司提供之營運資金貸款人民幣50,700,000元，而

於2010年3月31日總借款僅為人民幣13,000,000元。利息收入減少人民幣1,100,000元，主要

由於收購完成前向必威安泰生物科技提供人民幣70,000,000元貸款，於2010年第一季確認

利息收入人民幣1,200,000元。 

 

儘管稅前利潤有所增長，但稅項開支減少至人民幣11,300,000元，主要由於本期間就必威

安泰生物科技之虧損確認遞延稅項抵免人民幣2,300,000元所致。除衍生金融工具之公平

值收益及可換股債券之利息開支外，本集團之經調整稅前利潤之實際稅率為24.5%。本集

團中國附屬公司須按25%之稅率繳納稅項。此外，本集團就預期日後作股息分派的中國

附屬公司於2011年第一季的可分派利潤，按10%計提預扣稅。 

 

基於上文所述，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淨利潤由2010年第一季的人民幣36,600,000元增加

人民幣21,700,000元或59.2%，至2011年第一季的人民幣58,300,000元。2011年第一季，非

控股權益應佔之淨虧損為人民幣4,900,000元。 

 

資產負債表回顧 

 

於2011年3月31日，非流動資產約為人民幣1,014,300,000元，包括物業、廠房及設備人民

幣198,600,000元、土地使用權人民幣19,000,000元、無形資產人民幣789,600,000元、遞延

稅項資產人民幣6,000,000元及可供出售投資人民幣1,100,000元。 

 

2011年第一季，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少約人民幣1,800,000元，主要由於折舊開支人民幣

3,700,000元，局部與新添的物業、廠房及設備人民幣1,900,000元互相抵銷，新添的項目

主要包括樓宇裝修及廠房及機械添置。經計及2011年第一季之攤銷開支人民幣100,000元

後，2011年3月31日之土地使用權為人民幣19,000,000元。於2011年第一季結束時，該等土

地使用權之餘下有效期由約43年至48年不等。  

 

於2011年3月31日，無形資產包括生產技術權人民幣654,400,000元、菌株人民幣10,500,000

元及收購附屬公司商譽人民幣124,600,000元。2010年財政年度第二季度收購必威安泰生

物科技及北京健翔和牧後，確認了生產豬藍耳病疫苗及口蹄疫（「口蹄疫」）疫苗所用

生產技術權，分別人民幣460,000,000元及人民幣210,000,000元。該等生產技術權按估計可

使用年限10年攤銷，而2011年第一季有關於新購入生產權的攤銷開支為人民幣9,100,000

元。此外，經計及2011年第一季的攤銷開支人民幣700,000元，山西隆克爾於2011年3月31

日的生產技術權為人民幣5,800,000元。2011年第一季結束時，該等生產技術權的餘下可

使用年期約為兩年。合併商譽主要為收購必威安泰生物科技及北京健翔和牧招總收購代

價人民幣498,000,000元，超過獲收購的可識別資產淨值之公允價值人民幣375,800,000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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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額。於2011年3月31日，毋須就已確認商譽確認減值虧損。菌株為必威安泰生物科技向

政府獸病研發所採購供生產口蹄疫疫苗之用。可供出售投資與本集團於一家新成立兔養

殖業的公司吉林康大兔業有限公司（「吉林康大」）的實繳資本投資人民幣1,100,000元

相關，佔該公司11.25%權益。此業務合作旨在保障本集團日後可按具競爭力的價格獲得

兔供應。本集團若干動物疫苗經過兔化弱毒後產生。 

 

 

流動資產包括存貨、應收賬款、其他應收款項、已質押存款及現金及現金等價物。於

2011年第一季結束時，流動資產約為人民幣657,900,000元，較2010年財政年度結束時增

加人民幣92,000,000元。 增長乃主要由於2011年第一季，現金及現金等價物、存貨及其他

應收款項分別增加人民幣79,000,000元、人民幣7,700,000元及人民幣39,200,000元，並局部

與應收賬款下跌人民幣33,900,000元抵銷。  

 

於2011年3月31日的現金及現金等價物（不包括已質押存款人民幣17,700,000元）約為人

民幣550,400,000元。約人民幣12,200,000元來自本集團經營活動，加上來自融資活動之現

金流人民幣13,000,000元以及來自投資活動的人民幣36,100,000元。本集團於本季度償還

營運資金貸款人民幣20,000,000元及新借營運資金貸款人民幣50,700,000元。本公司已就

餘下未償還銀行融資作出已質押存款人民幣17,700,000元之撥備。與收購物業、廠房及設

備相關之投資活動現金淨額為人民幣1,900,000元，而非控股權益於必威安泰生物科技的

投資增長則為人民幣38,000,000元。 

 

於2011年3月31日的應收賬款為人民幣22,700,000元，較2010年財政年度末減少人民幣

33,900,000元。減幅主要由於本季度已收款項人民幣52,100,000元部分與2011年第一季向省

級獸醫站銷售豬瘟及豬藍耳病疫苗錄得新應收賬款約人民幣13,400,000元相抵銷所致。 

 

於2011年3月31日，其他應收款項為人民幣44,400,000元，主要包括收購物業、廠房及設

備之按金及向原材料供應商作出的預付款項。有關預付款項主要與購買佐劑（生產口蹄

疫疫苗的主要原材料）相關。存貨的增長主要與必威安泰生物科技相關，其於下一季度

有人民幣6,000,000元之口蹄疫疫苗須付運。 

 

流動負債主要包括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借款及所得稅負債。於2011年3月31日的流

動負債為人民幣103,800,000元。 

 

於2011年第一季結束時，應付賬款為人民幣13,100,000元，較2010年財政年度末增加人民

幣 8,800,000元 。 其 他應 付 款 項 減 少 人 民 幣 20,500,000元 至 2011 年 第 一 季 末 的 人民 幣

28,000,000元。其他應付款項包括應計經營開支人民幣8,200,000元、應付增值稅及其他稅

項人民幣7,500,000元，以及欠負內蒙古製造廠承建商的未償還合同金額及保留款人民幣

12,3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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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1年3月31日的總借款為人民幣50,700,000元。由於預期生產口蹄疫疫苗之資金需求

增長，必威安泰生物科技於2011年3月向滙豐銀行（中國）有限公司新借短期營運資金貸

款人民幣50,700,000元。有關貸款須予2012年1月到期時全額償還。 

 

於2011年3月31日的所得稅負債約人民幣11,900,000元，主要有關於中國附屬公司就2011年

第一季利潤應付的企業稅項。與2010年財政年度之應課稅利潤相關之未償還稅項責任約

為人民幣700,000元。 

 

於2011年3月31日，非流動負債為人民幣407,800,000元，包括衍生金融工具、可換股債券

及遞延稅項負債。衍生金融工具人民幣128,400,000元是發行予黑石的可換股債券兌換權

部分於初步確認時的公允價值。兌換權衍生工具以公允價值計量，而公允價值變動於損

益中確認。於2011年3月31日，可換股債券的負債部分人民幣109,100,000元計入非流動負

債之內並採用實際利息法以攤銷成本入賬遞延稅項人民幣170,400,000元，主要來自併入

必威安泰生物科技及北京健翔和牧確定生產技術權後計入遞延稅項影響。此外，於2011

年3月31日，預計中國附屬公司從利潤中派付股息的應計累積中國預扣稅為人民幣

6,800,000元。 

 

本集團總權益包括股本、股份溢價、保留盈利、其他儲備及少數股東權益。於2011年1月

1日的總權益約為人民幣1,069,200,000元。於本季度，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淨利潤為人民幣

58,300,000元，而非控股權益應佔淨虧損為人民幣4,900,000元。故此，於2011年3月31日的

總權益增至人民幣1,160,300,000元，當中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其中人民幣950,800,000元。 

 

 

9.  如過往曾向股東披露預測或展望聲明，與實際業績比較是否有任何差異。 

 

過去並無向股東披露預測或展望聲明。 

 

10.  評論於本公告日期本集團經營所屬行業的重大趨勢及競爭條件，以及可能影響本集團在

下一個報告期間及未來12個月的任何已知因素或事件的評論。 

 

由於本年度國內消費需求強勁，雞肉及豬肉價格持續增長，價格預期在未來一段時間將

保持穩定。本集團的配方藥業務分部預計將繼續從該上升趨勢中獲利。從另一方面來

說，隨著中國政府對食品安全愈來愈關注，專責畜牧階段食品安全的相關法規及政策及

動物健康的農業部（「農業部」），定必致力於動物疾病研究及配置動物疫苗，作為防

止爆發常見動物疫症的措施之一。 

 

在本集團口蹄疫疫苗之市場推廣意外延遲後，本集團已開始批量生產該疫苗，並在二月

舉行的官方強制疫苗銷售投標活動中，連同豬瘟及豬藍耳病疫苗，參加口蹄疫疫苗訂單

之投標。在即將結束的投標活動中，本集團迄今為止已從15個省市獲得價值分別約為人

民幣30,000,000元及人民幣60,000,000元之豬瘟及豬藍耳病疫苗的指標性訂單，取得訂單

後，預計將於其後的6至12個月之內付運。就動物口蹄疫疫苗而言，本集團已成功獲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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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權利，向10個省市分銷旗下疫苗。該合資格權利為本集團在該等省份銷售動物口蹄

疫疫苗奠定了基礎，然而並未訂明向各個省份分銷的疫苗數量。本集團已於2011年4月付

運第一批動口蹄疫疫苗。本集團預期，一如豬藍耳病疫苗一樣，隨著動物口蹄疫疫苗首

次發行，市場接納度亦提高，對口蹄疫疫苗的需求亦會日益增加。因此，出售強制疫苗

之銷售收入預計將於本財政年度大幅增加。 

 

本集團於2011年第一季錄得亮麗業績。除金融衍生工具公允價值收益及與可換股債券有

關的攤銷利息開支外，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經調整淨利潤為人民幣39,900,000元，更勝2011

年第一季錄得人民幣36,600,000元。儘管定期開支劇增人民幣12,000,000元，仍然達成淨

利潤之增長額。無形資產之攤銷開支及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按年分別增加了人民幣

9,400,000元及人民幣2,600,000元。該等定期開支對本集團業績的影響於本季度最為明

顯，因為中國農曆新年節慶，第一季的營業日及交易數目較少，因此銷售活動相對較

少。 

 

管金融衍生工具之公允價值收益已於本期間確認，董事會謹此強調，與可換股債券兌換

權部分有關之衍生金融工具公允價值調整，可能會對本集團業績造成負面影響。然而，

本公司董事對本集團之營運仍保持樂觀，除非發生不可預知情況，本集團於本財政年度

之營運仍將錄得盈利及強勁增長。 

 

11. 股息 

 

(a) 於本申報財政期間 
 

董事建議不派發截至 2011 年 3 月 31 日止財政期間之股息。 

 
(b)緊接的上個財政年度相應期間 
 

截至 2010 年 3 月 31 日止財政期間，本公司宣派中期股息（稅項不適用）每股人民幣 2.0

分。 

 
(c) 支付日期 
 

不適用。 

 

(d) 截至過戶日期 
 

不適用 

 

12.  倘無宣派／建議派發任何股息，須就此作出聲明。 

 

本公司並無宣佈或建議派發任何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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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按照上市手冊第 705(4)條就中期財務業績授出消極保證確認 

 

 

據彼等所深知，董事會並不知悉任何事宜可能致使本公司截至2011年3月31日止第

一 季 之 未 經 審 核 中 期 財 務 業 績 屬 虛 假 或 具 誤 導 成 分 。 

 

 

 

 

 

代表董事會  

 

 

 

    

王彥剛 孫金國 

主席、執行董事兼首席執行官 

 

執行董事兼副首席執行官 

  

     

 

 

 

 

 

 

代表董事會 

 

 

 

 

王彥剛 

主席、執行董事兼首席執行官 

2011 年 4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