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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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不會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
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BEIJING YU SHENG TANG PHARMACEUTICAL GROUP LIMITED
北京御生堂藥業集團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1141)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全年業績公佈

北京御生堂藥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公佈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
連同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4 1,878,475 859,758
銷售成本  (1,827,874) (837,871)
   

毛利  50,601 21,887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列賬
 之投資之虧損淨額 6 (121,378) (13,561)
其他收入及收益 4 2,623 13,034
銷售及分銷開支  (1,803) (900)
行政開支  (33,230) (23,310)
收購方於被收購方可識別
 資產淨值公允價值應佔權益 
 超出成本之差額  – 10,688
融資成本 5 (19,601) (3,851)
以權益結算並以股份支付之開支  – (20,958)
   

除稅前虧損 6 (122,788) (16,971)
稅項 7 1,618 224
   

本年度虧損  (121,170) (16,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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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4,527 –
   

本年度之其他全面收入（扣除稅項）  4,527 –
   

本年度全面開支總額  (116,643) (16,747)
   

以下人士應佔本年度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120,373) (16,762)

 非控股權益  (797) 15
   

  (121,170) (16,747)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15,820) (16,762)

 非控股權益  (823) 15
   

  (116,643) (16,74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9

 基本及攤薄（每股港仙）  (4.05) (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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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7,354 36,705

預付租賃款項  32,870 32,310

其他按金  2,187 842

無形資產 10 152,320 146,286

商譽  9,935 9,935
   

非流動資產總額  234,666 226,078
   

流動資產
存貨  14,179 13,100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11 300,542 94,564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62,540 38,830

應收貸款  20,000 13,00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列賬之投資  487,676 176,990

已抵押銀行存款  248,028 131,099

現金及銀行結餘  509,938 669,153
   

流動資產總額  1,642,903 1,136,736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12 218,680 60,028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款項 13 143,950 149,872

應繳稅項  447 199

銀行貸款  35,672 35,402

應付一位董事款項  – 301
   

流動負債總額  398,749 245,802
   

流動資產淨額  1,244,154 890,93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478,820 1,117,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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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可換股票據  161,347 147,882

遞延稅項負債  20,648 22,404
   

非流動負債總額  181,995 170,286
   

資產淨額  1,296,825 946,726
   

資本及儲備
股本  41,185 25,555

儲備  1,256,374 921,12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297,559 946,679

非控股權益  (734) 47
   

權益總額  1,296,825 946,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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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主要會計政策

除若干金融工具按公允價值計量外，綜合財務報表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

綜合財務報表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編製。此外，綜合財務報表亦載入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所規定的適用披露資料。

2. 採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首次採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及詮
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等準則於本集團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開始之財
政年度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之修訂本（為
  二零零八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
  改進之其中一部分）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於二零零九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之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於二零零八年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供股之分類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合資格對沖項目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者之額外豁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集團以現金結算並以股份支付之交易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 業務合併
 （於二零零八年經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
 －詮釋第17號
香港–詮釋第5號 財務報表的呈列－借款人對包含可隨時
  要求償還條款的定期貸款的分類

除下文所述之影響外，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本集團於本會計期間或
過往會計期間之綜合財務報表造成重大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於二零零八年經修訂）「業務合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於二零零八年經修訂）已於本年度根據相關過渡條文就收購日期為
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或之後之業務合併作出預先應用。應用該準則會影響本年度業務合併
之會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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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於二零零八年經修訂）「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於二零零八年經修訂）導致有關本集團於本集團附屬公司之擁有
權權益變動之會計政策有所變動。具體而言，該經修訂準則影響本集團關於本集團於其附
屬公司擁有權權益變動（不會導致失去控制權）之會計政策。於過往年度，在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並無具體規定之情況下，現有附屬公司之權益增加以收購附屬公司之同一方式處理，
而商譽或議價收購收益則予以確認（如適用）；至於並無導致失去控制權之現有附屬公司權
益之減少，所收代價與非控股權益調整間之差額於損益確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於
二零零八年經修訂），有關增減均於權益中處理，對商譽或損益並無影響。如果因某項交易、
事件或其他情況而失去附屬公司之控制權，該經修訂準則規定本集團須終止按賬面值確認
所有資產、負債及非控股權益，而確認所收代價之公允價值。於原附屬公司保留之任何權
益按失去控制權當日之公允價值確認。有關差額於損益內確認為收益或虧損。有關變動已
根據相關過渡條文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起預先應用。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零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
  改進1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2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於二零零九年經修訂） 關聯方之披露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者就香港財務告準則第7號披露之
  比較資料所獲有限豁免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轉移金融資產5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6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最低資本規定之預付款項3

 －詮釋第14號（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9號 以股本工具抵銷金融負債4

1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視適用情況而定）或以後開始之年度
  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6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頒佈）引進有關金融資產分類及計
量之新要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經修訂）加入對金融
負債及終止確認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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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屬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範圍以內之
所有已確認金融資產其後均須按攤銷成本或公允價值計量。特別是目的為收集合約現金流
量之業務模式內所持有，及合約現金流量僅為本金及尚未償還本金之利息付款之債項投資，
一般於其後會計期末按攤銷成本計量。所有其他債項投資及權益性投資均於其後會計期末
按公允價值計量。

就金融負債而言，重大變動與分類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列賬的金融負債有關。特別是根
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就指定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列賬之金融負債而言，除非於其他
全面收入中呈列負債的信貸風險改變的影響，將會於損益中產生或擴大會計錯配，負債的
信貸風險改變而引致金融負債公允價值金額的變動乃於其他全面收入中呈列。金融負債的
信貸風險引致的公允價值變動其後不會於損益中重新分類。先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指定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列賬之金融負債的公允價值變動，乃全數於損益中呈列。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自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並可提早應用。

本公司董事預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將在本集團自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開始之年度期
間之綜合財務報表中採納，採用新準則可能會對本集團金融資產之呈報金額造成重大影響。
然而，在完成詳細檢討之前，不可能就該影響提供合理估計。

本公司董事預計，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及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
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3. 分類資料

本集團以與內部呈報予主要營運決策人士以作出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之資料所用之一致方式，
分為下列營運分類：

• 供應及採購分類業務為金屬礦物及可循環再用金屬材料之供應及採購活動；

• 藥業分類業務為生產及銷售中藥；

• 提供融資分類業務為提供短期貸款融資之活動；及

• 證券投資分類業務為投資股本證券及股票掛鈎票據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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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為本集團收入及業績按可申報分類之分析：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供應及採購 藥業 提供融資 證券投資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外來客戶之銷售額 1,857,066 15,791 3,289 2,329 1,878,475
     

分類業績 31,708 (3,404) 3,250 (119,053) (87,499)
    

利息收入及未分配收入
 及收益     1,582
未分配開支     (17,270)
融資成本     (19,601)
     

除稅前虧損     (122,788)
稅項     1,618
     

本年度虧損     (121,170)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供應及採購 藥業 提供融資 證券投資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外來客戶之銷售額 853,816 267 1,920 3,755 859,758
     

分類業績 14,879 (1,652) 1,830 (9,811) 5,246
    

利息收入及未分配收入及收益     12,371

未分配開支     (20,467)

收購方於被收購方可識別資產淨值
 公允價值應佔權益超出成本之差額     10,688

融資成本     (3,851)

以權益結算並以股份支付之開支     (20,958)
     

除稅前虧損     (16,971)

稅項     224
     

本年度虧損     (16,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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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資料

下表呈列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按地區位置劃分收入之
資料：

  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 （「中國」）（不包括香港） 綜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外來客戶之銷售額 5,618 5,675 1,872,857 854,083 1,878,475 859,758
      

上表呈報分類收入顯示外來客戶產生之收入。本年度內並無分類間銷售（二零一零年：無）。

可申報分類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會計政策相同。分類業績指未分配中央行政成本、融資成
本及所得稅開支前各個分類之業績。此為報告予本集團主要營運決策人士，以就資源分配
作出決定並評估分類表現之計量。

有關主要客戶之資料

於過去兩年，客戶收入佔本集團總銷售額10%以上主要來自供應及採購分類。截至二零一一
年止年度，佔總銷售額10%以上之兩名主要客戶分別貢獻約343,394,000港元及189,528,000港
元。截至二零一零年止年度，佔總銷售額10%以上之兩名主要客戶分別貢獻約399,347,000港
元及151,947,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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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入（亦指本集團之營業額）指年內已扣除退貨及貿易折扣之售出貨物發票淨值。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銷售貨物 1,872,857 854,083

提供融資之利息收入 3,289 1,920

投資上市股本證券之股息收入 1,423 1,310

投資股票掛鈎票據之利息收入 906 2,445
  

 1,878,475 859,758
  

其他收入及收益
銀行利息收入 1,697 365

其他利息收入 3 115

租金收入 180 120

匯兌收益 415 181

其他應收賬款之已確認減值虧損撥回 – 2,040

自願清盤附屬公司之收益淨額 – 1,420

終止收購附屬公司予以補償之法律及專業費用 – 8,176

已收賠償 234 –

雜項收入 94 617
  

 2,623 13,034
  

5. 融資成本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 4,245 574

 可換股票據 15,356 3,277
  

 19,601 3,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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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虧損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除稅前虧損經扣除以下各項：
已售存貨成本 1,767,444 795,981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2,731 880

預付租賃款項之攤銷 754 124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列賬之投資之虧損淨額：
出售上市股本證券投資之所得款項 (93,582) (15,363)

減：銷售成本 125,798 16,543
  

投資上市股本證券之已變現虧損淨額 32,216 1,180

投資上市股本證券之未變現虧損 89,162 12,381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列賬之投資之虧損淨額 121,378 13,561
  

7. 稅項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香港
  本年度稅項支出 778 339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1) (48)

 即期－其他地區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 (131)
  

 777 160
  

遞延稅項
 本年度 (2,395) (384)
  

 (1,618) (224)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香港利得稅乃就年內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之稅
率計算（二零一零年：16.5%）。

於其他司法權區之應課稅溢利稅項，已根據有關之現行法例、詮釋及慣例，按本集團經營
業務之司法權區之稅率計算。

8. 股息

本公司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任何股息（二零一零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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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虧損
就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120,373 16,762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就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股份加權平均數 2,973,236 1,826,341
  

由於兌換可換股票據及行使購股權將導致每股虧損減少，因而具反攤薄效應，因此截至二
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呈列為相同。

10. 無形資產

無形資產指生產及銷售金花清感（現時用作為醫療機構製劑）之知識產權。金花清感是一種
能醫治感染了甲型(H1N1)流感及其他類型的流行性感冒之病人的中藥。

11.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 10,822 36,067

應收票據 289,720 58,497
  

 300,542 94,564
  

除新客戶一般需要預付款項外，本集團與其客戶之貿易條款以信貸為主。信貸期一般為期
一個月，而主要客戶則可延長至三至六個月。每名客戶均有最高信貸限額。高級管理層會
定期檢討逾期結餘。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不計息。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之賬面值與其公允
價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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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申報期間結算日，按發票日期及扣除減值後之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141,675 93,198

31至60日內 23,784 830

61至90日內 130,025 –

91至180日內 4,125 536

超過180日 933 –
  

合計 300,542 94,564
  

未減值之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逾期亦未作減值 141,675 93,198

逾期少於一個月 23,784 830

逾期一至三個月 134,150 536

逾期超過三個月 933 –
  

 300,542 94,564
  

未逾期亦未作減值之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乃與在近期並無拖欠款項記錄之顧客有關。

逾期但未作減值之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乃與數名與本集團有良好往績記錄之獨立顧客有關。
根據過往經驗，本公司董事認為，由於該等結餘之信貸質素並無重大變動而結餘被視為依
然能全數收回，故毋須就該等結餘作出減值撥備。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
或其他信用增進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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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於申報期間結算日，按發票日期之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84,101 57,475

31至60日內 867 1,020

61至90日內 126,543 887

91至180日內 2,579 339

超過180日 4,590 307
  

 218,680 60,028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乃不計息及一般於60日內結賬。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
有應付票據約216,284,000港元（二零一零年：27,428,000港元），其賬齡為30日內至超過180日。

13.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款項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應付賬款（附註） 139,401 144,952

應計款項 4,549 4,920
  

 143,950 149,872
  

附註： 本集團之其他應付款項約112,159,000港元（二零一零年：107,714,000港元）為轉讓
無形資產之代價餘額。此其他應付款項乃於收購附屬公司時產生。有關無形資產
之詳情，請參閱附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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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二零一零年：
無）。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由於管理層致力發展本集團之業務，董事
會喜見本集團之收入及毛利均錄得穩固增長。本集團錄得收入1,878,475,000港元，
較去年顯著增加118%（二零一零年：859,758,000港元），而毛利達50,601,000港元，
亦較去年躍升131%（二零一零年：21,887,000港元）。本集團之收入及毛利均錄得
重大增長主要由於本集團之供應及採購業務增長強勁帶動所致。

於回顧年度期間，本集團之供應及採購業務繼續集中於採購、運輸及供應金屬礦
物。此業務錄得卓越業績，其收入及經營溢利亦較去年增長超過一倍。由於中國
大陸工業客戶之強勁需求，令此業務的礦石貿易量激增。此業務錄得收入及經營
溢利分別為1,857,066,000港元（二零一零年：853,816,000港元）及31,708,000港元（二
零一零年：14,879,000港元），較去年躍升118%及113%。就集團整體而言，此業務
之貿易量上升令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較去年增加2.2倍至300,542,000港元（二零一
零年：94,564,000港元）及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較去年增加2.6倍至218,680,000港元
（二零一零年：60,028,000港元）。

本集團繼續發展其於二零一零年初收購之藥業業務。於回顧年度期間，藥業業務
之收入增加至15,791,000港元（二零一零年：267,000港元），主要來自金花清感之
銷售收入，而金花清感是一種能醫治感染了甲型(H1N1)流感及其他類型流行性感
冒之病人的中藥。金花清感現時於北京市指定醫療機構用作醫療機構製劑。本集
團正就金花清感向中國大陸相關機構申請新藥證書，於取得有關證書後，本集團
將可於市場上以非處方藥物的形式向公眾推售金花清感。此業務錄得經營虧損
3,404,000港元（二零一零年：1,652,000港元），主要由於在營運首年支付較高之開
業成本所致。

融資業務於年內繼續為本集團業績帶來穩定收入。此業務錄得經營溢利3,250,000

港元（二零一零年：1,830,000港元），增長78%，主要由於墊付予客戶之平均貸款
金額較去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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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證券業務錄得整體經營虧損119,053,000港元（二零一零年：9,811,000港
元）。本集團投資於香港上市股本證券及股票掛鈎票據，錄得之虧損主要來自於
財政年度結算日所持有上市股本證券之未變現虧損89,162,000港元（二零一零年：
12,381,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120,373,000港元（二零一零年：16,762,000港元）及每股基本虧損4.05港仙（二零一
零年：0.92港仙）。錄得虧損主要由於本集團證券投資業務產生虧損所致。於財政
年度期間，香港股票市場受到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美國經濟不明朗因素、中國政
府對銀行及地產業實施財務緊縮措施及日本三重災難危機的影響而出現大幅波動。
年內大部份時間投資者信心及市場氣氛均為薄弱，致令本集團所投資之上市股本
證券之價格受壓。

展望

展望將來，鑑於全球主要經濟體系及投資市場面對之不明朗因素及挑戰，本集團
將繼續採取審慎態度管理其業務。於新投資機會方面，本集團將繼續審慎評估新
項目，以確保為股東締造光明前景。

企業管治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已採納及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
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之所有適用守則條文，惟下文所解釋一項已闡
明原因有關守則條文第A.4.1條之偏離除外：

守則條文第A.4.1條規定，非執行董事的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須接受重新選舉。

偏離

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並非按指定任期委任，惟須按本公司之公司細則第87條
所載之規定至少每三年輪值告退一次，該條文規定，於每屆股東週年大會上，三
分一（或如彼等之人數並非三(3)之倍數，則以最接近但不少於三分一之人數為準）
當時在任之本公司董事須輪值告退。

審核委員會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已首先經本公
司審核委員會審閱，之後方由董事會根據審核委員會之建議正式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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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年內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刊登全年業績公佈及年報

全年業績公佈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頁(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
頁(www.beijingyst.com)可供查閱。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寄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予本公司股東，並將刊登於上述網頁。

承董事會命
主席
孫粗洪

香港，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孫粗洪先生（主席）、蘇家樂先生（行政總裁）、
白建疆先生及李春陽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國泰先生、翁以翔先生及逯新
生先生組成。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