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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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KINGWORLD MEDICINES GROUP LIMITED
金 活 醫 藥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1110）

截 至 二 零 一 一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 之
中 期 業 績 公 告

業績摘要

‧ 營業額增加 15.6%至約人民幣 362,552,000元（二零一零年：人民幣

313,710,000元）。

‧ 毛利增加 26.0%至約人民幣 79,826,000元（二零一零年：人民幣

63,353,000元）。

‧ 毛利率達22.0%，上升1.8%（二零一零年：20.2%）。

‧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溢利上升 85.1%至約人民幣

19,647,000元（二零一零年：人民幣10,612,000元）。

‧ 每股基本盈利增至約人民幣3.16分（二零一零年：人民幣2.3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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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活醫藥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組成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

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報

告期間」）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比較

數字及經選擇附註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列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3 362,552 313,710

銷售成本 (282,726) (250,357)

毛利 79,826 63,353

其他收益 4(a) 2,377 3,738

其他收入淨額 4(b) 3,426 33

銷售及分銷成本 (35,995) (37,485)

行政開支 (18,393) (11,605)

經營溢利 31,241 18,034

融資成本 5(a) (2,569) (3,568)

除稅前溢利 5 28,672 14,466

所得稅 6 (9,025) (3,854)

期內溢利 19,647 10,612

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9,647 10,612

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人民幣分） 8 3.16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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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列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內溢利 19,647 10,612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產生之匯兌差額 (2,374) 106

(2,374) 106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扣除稅項） 17,273 10,718

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7,273 1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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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列示）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8,001 4,431

　投資物業 55,000 55,000

　預付租賃款項 7,137 7,259

70,138 66,690

流動資產

　存貨 17,065 59,317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9 241,787 222,925

　已抵押銀行存款 34,552 131,87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21,016 269,526

514,420 683,641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0 124,444 168,493

　銀行貸款 78,995 197,846

　即期稅項 6,384 8,661

209,823 375,000

流動資產淨值 304,597 308,64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74,735 375,331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6,360 5,023

資產淨值 368,375 370,308

資本及儲備

　股本 53,468 53,468

　儲備 314,907 316,84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368,375 37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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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公告附註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除非另有所指，否則以人民幣列示）

1.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本集團之此等中期業績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

包括遵守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表」而編製。

本中期業績公告已按照與二零一零年年度財務報表內所採納之相同會計政策編製，惟預期將

於二零一一年年度財務報表反映之會計政策變動則除外。該等會計政策變動之詳情載於附註

2。

本中期業績乃未經審核，惟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及經獨立核數師陳葉馮會計師事務所

有限公司，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實體的獨立核數師

對中期財務資料的審閱」進行審閱。

分類呈報

經營分部及中期業績公告內各分部項目內呈報的財務資料的金額自定期提供予本公司董事（即

主要經營決策者），就資源分配及評估本集團的業務及按資產所在地分類的地理位置的表現

的財務資料中識別出來。

就財務呈報而言，除非分部具備相似的經濟特徵及在產品及服務性質、客戶類型或類別、用

作分配產品或提供服務的方法及監管環境的性質方面相似，否則各個重大經營分部不會進行

合算。個別非重大的經營分部，如果符合上述大部分標準，則可進行合併計算。

本集團主要從事品牌進口藥品及保健產品的分銷。藥品產品的收益、業績及資產佔本集團截

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收益、業績及資產逾90%。因此，概無業務

分部分析予以呈列。

本集團業務產生的營業額及業績主要來自在中國進行的業務活動。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

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主要資產位於中國。因此，並無提供地區分類的分析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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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的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若干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多項修訂

及新詮釋（如適用），全部均於本集團當前的會計期間內首度生效，當中以下變動與本集團的

財務報表有關：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於二零一零年頒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的披露規定

對比較數字的有限豁免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於二零零九年經修訂） 關聯方的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供股權的分類

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修訂本） 中期財務報表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 最低資金要求的預付款項

　－詮釋第14號（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 以權益工具撇銷金融負債

　－詮釋第19號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當前或過往會計期間本集團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

影響。

3. 營業額

期內，營業額指進口品牌醫藥及保健產品的銷售額，按所銷售貨品的發票價值淨額減增值稅
及營業稅、退貨及折扣列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以下產品的銷售額

　－品牌醫藥產品 348,881 284,533

　－保健產品 13,671 29,177

362,552 313,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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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益及其他收入淨額

a) 其他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並非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的

　金融資產的利息收入總額：

　銀行利息收入 1,232 3,037

佣金收入 409 －

投資物業的租金收入總額 736 701

2,377 3,738

b) 其他收入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的金融資產的淨收益 － 71

遠期外匯合約的已變現虧損淨額 (1,124) (2,171)

遠期外匯合約的未變現收益淨額 981 1,166

外匯收益淨額 3,569 967

3,426 33

5.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乃經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後達致：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a) 融資成本

並非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的

　金融負債的利息開支總額：

　於五年內須悉數償還的銀行貸款利息 2,569 3,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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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b)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及其他福利 13,393 10,622

定額供款退休計劃的供款 1,509 1,038

14,902 11,660

c) 其他項目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122 122

核數師薪酬 369 45

存貨成本 282,726 250,357

折舊 504 421

其他應收款項減值 260 －

應收貿易賬款的（減值虧損撥回）／減值虧損 (43) 222

出售固定資產的虧損 10 2

有關土地及樓宇的經營租賃開支 1,573 929

撇減存貨 1,589 －

投資物業的租金收入扣減直接支銷人民幣212,000元

　（二零一零年：人民幣185,000元）） (524) (516)

6. 簡明綜合收益表內所得稅

a) 簡明綜合收益表內的所得稅指：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稅項－中國所得稅

　期內撥備 7,548 3,368

　往年度撥備不足 140 －

7,688 3,368

遞延稅項

　－本期間 1,183 486

　－稅率變動應佔 154 －

1,337 486

9,025 3,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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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根據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規則及規例，本集團毋須繳納任何開曼群島及英屬處

女群島所得稅。

ii) 由於本集團並未有須繳交香港利得稅的應課稅溢利，因此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

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就香港利得稅計提撥備。

iii)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國所得稅支出主要

指本集團子公司深圳市金活醫藥有限公司（「深圳金活」）的中國所得稅支出及本集團

按比例分佔共同控制實體珠海市金明醫藥有限公司（「珠海金明」）的中國所得稅開支

（參照載於本中期業績公告的附註11）。

根據中國相關法律及法規，深圳金活及珠海金明均位於中國的經批准經濟區內，因

此，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按24%（二零一零年：22%）之稅率繳納所得

稅。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已批准中國企業所得稅法（「新企

業所得稅法」）。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適用於在中國成立的企業的稅率將劃一

為25%，惟設有若干不追溯條款及優惠條款。自二零一零年、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

二年起，深圳金活及珠海金明均有權享有按過渡稅率22%、24%及25%納稅。

iv) 根據新中國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規則，非中國居民企業應收中國居民企業股息須

按10%稅率繳納預扣稅，惟因稅項條例或協議予以減免者除外。根據中國內地與香

港特別行政區就避免雙重徵稅及防止偷漏稅的安排而訂立協議（即全面性安排），香

港企業所得稅居民持有中國企業權益達25%或以上，則其所繳納股息預扣稅率將降

至5%。根據有關若干優惠企業所得稅政策的財稅(2008)第1號，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

日前產生未分派溢利將獲豁繳付預扣所得稅。因此，本集團的香港投資控股公司就

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賺取的溢利向中國子公司收取的股息將繳納5%的預扣稅。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就其中國子公司未分派保留溢利確認

遞延稅項負債人民幣 1,183,000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48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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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按適用稅率計算的稅項開支與會計溢利的對賬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除稅前溢利 28,672 14,466

按適用於相關司法權區的稅率計算的

　除稅前溢利名義稅項 7,291 3,215

不可扣稅開支的稅項影響 538 771

不應課稅收入的稅項影響 (643) (541)

未確認暫時差額的稅項影響 (449) (77)

未動用稅項虧損稅務影響 811 －

以往年度撥備不足 140 －

中國子公司未分派溢利的預扣稅 1,183 486

稅率變動對期初遞延稅項結餘的影響 154 －

實際稅項開支 9,025 3,854

7. 股息

a)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的應付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宣派及已付中期股息（附註 (i)） － 5,637

(b)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以往財政年度於期內批准及支付的應付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就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以往財政年度於期內批准及支付的末期股息

　3.71港仙（相等於約人民幣3.08分）（附註 (i)） 19,206 2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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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中期股息人民幣5,637,000元及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批准及支付的股

息人民幣26,400,000元（於重組前宣派及支付）指本公司直接子公司Kingworld Medicine

and Healthcare Group Limited於重組前向其當時股東宣派的股息。由於股息率及可

獲股息之股份數目不能反映本公司日後之股息政策，因此並無於此等中期業績公告

內呈列。

8.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人民幣

19,647,000元及普通股加權平均數622,500,000股計算。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純利人民幣

10,612,000元計算，並假設本公司已發行450,000,000股普通股根據資本化發行及重組已於二零

一零年一月一日進行。

並無已發行具有潛在攤薄影響的普通股，因此，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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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附註 (b)至 (e)） 219,256 208,194

減：呆壞賬撥備（附註 (c)） (2,797) (2,840)

216,459 205,354

其他應收款項 4,985 6,627

貸款及應收款項 221,444 211,981

衍生金融工具 981 2,129

預付款項 4,694 5,657

貿易及其他按金 14,668 3,158

241,787 222,925

a) 所有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預期於一年內收回或確認為開支。

b) 賬齡分析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包括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扣除呆壞賬撥備），於報告

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至90日 157,135 156,996

91至180日 45,885 48,358

181至 365日 13,322 －

超過1年但少於2年 117 －

216,459 205,354

本集團授予其客戶的信貸期通常介乎30至90日，惟購買本集團產品飛鷹活絡油的客戶獲

授的信貸期在12個月以內。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關該產品的應收貿易賬

款及應收票據為人民幣9,950,000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5,37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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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的減值

有關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的減值虧損乃採用撥備賬法入賬，除非本集團信納收回該

款項的機會極微，在此情況下，減值虧損將於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中直接撇銷。

呆壞賬撥備變動如下：

於 於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報告期初 2,840 2,779

（撥回減值虧損）／已確認減值虧損 (43) 268

不可收回款項撇銷 － (207)

於報告期末 2,797 2,840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應收貿易賬款人民幣2,797,000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人民幣2,840,000元）被釐定為個別減值，並作出悉數撥備。該等個別減值應收

款項長期逾期未付，管理層評估有關應收賬款預期無法收回。因此，於二零一一年六月

三十日已確認壞賬特定撥備人民幣2,797,000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2,840,000元）。本集團並未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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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未減值的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

個別及共同均無被視為已減值的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扣除呆壞賬撥備）賬齡分析如

下：

於 於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逾期或減值 166,727 184,326

已逾期但未減值

　－  91至180日 45,800 21,028

　－  181至365日 3,815 －

　－超過一年但少於兩年 117 －

49,732 21,028

未逾期或減值的應收款項涉及眾多最近並無拖欠還款記錄的客戶。

已逾期但未減值的應收款項涉及與本集團有良好往績記錄的若干個別客戶。根據過往經

驗，管理層相信，由於此等結餘信貸質量並無重大改變，且仍被視為可悉數收回，故毋

須作減值撥備。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

e)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應收票據人民幣11,122,000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15,800,000元）已抵押予銀行，作為本集團獲授銀行信貸的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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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 於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附註 (b)及 (c)） 96,752 134,137

預提費用 2,798 2,559

其他應付款項 21,495 16,105

應付關連人士款項（附註13(b)） 1 －

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負債 121,046 152,801

已收貿易按金 2,765 12,716

預收款項 633 2,976

124,444 168,493

a) 所有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預期將於一年內結算或確認為收入或於要求時償還。

b) 賬齡分析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包括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

列的賬齡分析如下。供應商給予的信貸期一般介乎45日至90日。

於 於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至90日 96,752 130,108

91至180日 － 1,690

181至 365日 － 2,339

96,752 134,137

c)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並無應付票據已抵押。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7,093,000元的應付票據由本集團銀行存款扺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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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共同控制實體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以下共同控制實體擁有權益：

本集團

所擁有者權益之

業務結構 註冊成立及 註冊及 百分比（按實際

實體名稱 形式 經營地點 繳足資本 權益計算） 主要業務

珠海市金明 有限責任公司 中國 人民幣 50% 於中國品牌

　醫藥 5,000,000元 　進口醫藥及保健

　有限公司 　產品的分銷

有關本集團於共同控制實體的權益的財務報表概要如下，該等共同控制實體乃以逐項申報模

式按比例綜合法列賬：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5,076 4,811

流動資產 21,172 22,921

流動負債 (11,447) (17,302)

資產淨值 14,801 1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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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44,762 39,952

開支 (39,013) (35,907)

除稅前溢利 5,749 4,045

所得稅 (1,378) (768)

期內溢利 4,371 3,277

其他全面收益 － －

於 於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佔共同控制實體資本承擔：

已簽約但未撥備：

　興建辦公室物業及倉庫的資本開支 17,161 11,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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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資本承擔

除附註11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

任何其他重大資本承擔。

13. 關連人士交易

a) 於期內，董事認為，以下公司及人士為本集團的關連人士：

關連人士姓名／名稱 關係

趙利生先生（「趙先生」） 本公司董事及本公司最終控股公司唯一股東

陳樂燊女士（「陳女士」） 本公司董事及趙先生妻子

黃蘭嬌女士（「黃女士」） 趙先生的母親

金辰醫藥有限公司（「金辰醫藥」） 由趙先生與陳女士全資擁有

深圳市金活利生藥業有限公司 金辰醫藥的子公司

　（「深圳金活利生」）

遠大製藥有限公司（「遠大」） 金辰醫藥的子公司

深圳市金活實業有限公司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九日前直接由趙先生

　（「深圳實業」） 全資擁有，其後由趙先生及陳女士間接

全資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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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活實業有限公司（「上海實業」） 深圳實業的子公司

廣東金保利醫藥有限公司（「金保利」） 附註 (i)

深圳市金世界百貨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附註 (ii)

　（「金世界百貨物業管理」）

附註：

i)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該關連人士由黃若忠先生（「黃先生」）及陳

女士的一名近親屬擁有及控制，黃先生於該年度為本集團若干中國子公司的法定代

表及董事。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該關連人士不再由黃先生及陳

女士的近親屬擁有及控制。

ii) 該關連人士由黃女士、陳女士及陳女士的一名近親屬擁有及控制。

b) 關連人士交易及結餘

經常交易

本公司董事認為，下列關連人士交易於本公司上市後繼續進行：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購買貨物

　深圳金活利生 (i) 7,486 2,333

租金開支

　深圳實業 (i) 279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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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披露者外，本集團於期內訂有以下關連人士交易：

－ 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深圳實業按零代價授予本集團

若干權利使用其商標及分銷權以供於中國銷售貨品以及其域名「Kingworld.cn」及

「Kingworld.com.cn」。

－ 於二零零八年，本集團向深圳實業收購一投資物業，並根據兩份租賃協議向兩名獨

立承租人出租物業，據此，承租人須承擔管理服務費。深圳實業及金世界百貨物業

管理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訂立物業管理合約，據此，金世界百貨物業管理獲委任

向深圳實業的物業提供管理服務，年期由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管理服務費每年人民幣401,000元，而該等物業隨後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售予本集團。倘本集團的承租人未能支付管理服務費，則本集

團以該物業業主身份與深圳實業共同承擔管理服務費。

非經常交易

本公司董事認為，下列關連人士交易於本公司上市後終止：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員工成本

　上海實業 (ii) －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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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應付）關連人士款項

未償還餘額 最高未償還餘額

截至 截至

於 於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止年度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趙先生

其他應收款項 (iii) － － － 14,400

陳女士

其他應收款項 (iii) － － － 3,600

遠大

其他應收款項 － － － 9,418

深圳金活利生

其他應收款項 － － － 4,218

深圳實業

其他應收款項 (iii) － － － 18,800

其他應付款項 (1) － － －

金保利

其他應收款項 － － － 35,234

計入應付關連人士

　款項的總應付

　款項淨額（附註10） (iv) (1) －

附註：

i) 該等交易乃按本集團與各相關方共同協定的條款進行。本公司董事認為，該等關連

人士交易乃於日常業務過程中進行。

ii) 該等交易乃按本集團與相關方共同協定的條款進行。

iii) 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四日，本集團透過與三名關連人士（趙先生、陳女士及深圳實業）

分別訂立貸款協議正式確定現有貸款協議，據此，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十八日

分別向趙先生及陳女士發放貸款 16,800,000港元（相當於人民幣 14,400,000元）及

4,200,000港元（相當於人民幣3,600,000元），及於二零一零年九月至二零一零年十月

期間向深圳實業發放若干貸款，金額合共人民幣18,800,000元。所有該等貸款均為無

抵押、免息及須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八日及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或之前分兩

期償還，每期償還50%。

iv) 所有應收／應付關連人士款項均為無抵押、免息及無固定還款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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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關連人士就本集團獲授的銀行融資提供以下擔保：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i) 趙先生作出個人擔保人民幣100,000,000元，直至該項擔保於二零一零年九月解除。

d) 主要管理層薪酬：

主要管理層成員薪酬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薪金、津貼及其他福利 2,623 2,071

酌情花紅 399 369

界定退休供款計劃供款 116 153

3,138 2,593

14. 已頒佈但截止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未生效的修訂、新訂準則及詮釋可能造成

的影響

截至本業績公告刊發日期，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以下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並未生效的修訂、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詮釋。

本集團並無提前應用以下已頒佈惟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嚴重惡性通賬及剔除首次採納者的既定日期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金融資產之轉移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共同安排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 4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其他全面收入項目之呈列 3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相關資產收回 2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二零一一年） 僱員福利 4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年） 獨立財務報表 4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二零一一年）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投資 4

1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本集團現正評估該等修訂在首次應用期間預期將產生之影響。迄今為止，本集團認為應用該

等修訂可能不會對本集團的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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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市場及行業回顧

1. 國家「十二五」規劃出台行業發展利好舉措

根據國家商務部制定的二零一一年起開始實施的《全國藥品流通行業發展規劃

綱要》，「十二五」期間醫藥流通行業發展規劃的具體發展目標是：形成約一至

三家年銷售額超過千億的全國性大型醫藥商業集團，約20家年銷售額超過百

億的區域性藥品流通企業；藥品批發百強企業年銷售額佔藥品批發總額約85%

以上，藥品零售連鎖百強企業年銷售額佔藥品零售企業銷售總額約60%以上；

連鎖藥店佔全部零售門店的比重提高到約三分之二以上。受惠於國家政策，

全國藥品銷售總額及零售業務預期將會大幅提升。由於目前主流的醫藥批發

企業及零售企業都是本集團的長期合作夥伴，隨著他們的壯大，本集團的品

牌產品的銷售也將預期獲得提升的空間。

另外，「十二五」規劃亦支持連鎖經營、物流配送與電子商務相結合，以提高

藥品流通領域的電子商務應用水準，並鼓勵經營規範的零售連鎖企業發展網

上藥店。本集團將根據零售模式的新變化及時調整營運策略，尤其是借助第

三方電子商務平台的開發，將為本集團提供未來業務增長的新板塊。

2. 醫藥行業保持穩定增長

根據有關數據顯示，二零一零年全年的醫藥工業總產值為12,368.27億元（人民

幣，同下），同比增長23.1%。二零一一年第一季度的全國醫藥工業總產值累

計完成3,143.11億元，同比增長達2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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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南方醫藥經濟研究所的統計資料，中國約40萬家藥店的年銷售規模現為

1,739億元，百強連鎖藥店於二零一零年的銷售總額逾655億元，而百強連鎖藥

店的集中度僅為37%。於「十二五」期間國家準備在已實施基本藥物制度、取消

以藥補醫的基層醫療機構的基礎上，特別是周邊藥品零售配套設施比較完善

的城市社區醫療服務機構的基礎上，可率先探索醫生負責門診診斷、患者憑

處方到零售藥店購藥的模式，這將有利於零售終端板塊較重的本集團，預期

能獲得未來快速發展的機會。

3. 中藥產品類別領跑止咳化痰市場

據國家衛生部門統計，中國每年有超過3億人感染呼吸系統疾病，其中咳嗽患

者多達5千多萬人；而在經濟越發達的地區，發病率也相對較高。其中，城鄉

居民因哮喘、支氣管炎、結核病及感冒引起咳嗽症狀的更多達1.9億人，咳嗽

患病率則約為16%。因此，止咳化痰藥已經成為廣大消費者生活中的必需品。

目前，市面上常見的止咳化痰藥有百多個品牌，其中中藥製劑佔60%以上的市

場份額，佔絕對優勢。相反，西藥製劑只可佔到少於40%的市場份額，處於相

對劣勢的地位。中藥製劑以「止咳糖漿」類最為暢銷。京都念慈菴生產系列的

「蜜煉川貝枇杷膏」仍然是最熱銷的品牌，擁有約30%以上的店員提及率。這足

以印證該產品類別擁有完善的銷售管道，產品的市場份額亦十分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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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1. 繼續維持及增加優勢產品之市場份額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通過對商業客戶的重新佈局，加強了對二三級市場的覆

蓋，提高了京都念慈菴川貝枇杷膏在二三級市場的鋪市率；同時，本集團還

通過對上海、杭州、寧波、西安、南昌、南京等地醫院市場的開發及培育，

提高了京都念慈菴川貝枇杷膏在醫院終端的品牌知名度及品牌認可度。截至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京都念慈菴川貝枇杷膏的銷售較去年同期

相比上升了19.8%。

喇叭牌正露丸是本集團另一個支柱產品。於報告期間，本集團通過對廣東、

福建的管道整合，同時面對消費者開展了一系列提升品牌影響力的推廣活動，

取得了卓有成效的銷售業績。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喇叭牌

正露丸的銷售錄得較快的增長，錄得了29,686,000元銷售，與去年同期相比，

上升了169.1%。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經銷的另一個支柱產品－曼秀雷敦系列亦加快了產品的

鋪市率，銷售也錄得了較快的增長。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曼秀雷敦系列銷售提升較快，錄得了25,432,000元的銷售，與去年同期相比，

上升了67.3%。

金活依馬打紅花油是本集團的另一支新秀，由於採取了有效的銷售策略，該

產品也錄得了較快增長。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該產品提升

較快，錄得了12,478,000元的銷售，與去年同期相比，上升了186%。

由於飛鷹活絡油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進口註冊證到期，本集團正在辦理審批

之中，故飛鷹活絡油上半年的銷售受到一定影響，相信隨著下半年進口註冊

證得到審批後，銷售將會得到恢復並有所增長。另外，本集團另一項產品可

愛的肝油丸由於受到日本大地震及中國禁止日本食品進口的影響，該產品已

暫停進口。肝油丸銷售額佔本集團銷售額比例近3.3%，故對本集團銷售僅造

成輕微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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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產品引進有突破，下半年可實現銷售

近年來，國內不斷出現食品及藥品安全事故，內地消費者對食品安全日益關

注，從而更加青睞國外進口產品，這為本集團帶來良好的發展機會。經過上

半年的市場調研及挑選，本集團將代理由美國直接生產及包裝的有機食品，

包括有機奶粉等。這些產品除了在內地銷售外，亦計劃在香港銷售。

同時，針對本年三月份日本地震引起社會憂慮輻射威脅安全一事，以及日常

生活輻射無處不在而影響人類健康，本集團認為對抗輻射類產品來說是個發

展的好機會，故計劃將於數月後會推出抗輻射產品。

本集團自去年獲迪士尼增加授權範圍後，一直在努力開發新產品。經過上半

年的努力，本集團已經完成迪士尼授權品牌的創可貼類產品的上市前期準備

工作，並預計於本年八月份將正式推出市場。

這些新引進的產品已完成前期的準備工作，將在下半年陸續推向市場，新產

品的毛利率將高於本集團現有產品毛利率，預期可以提升本集團毛利率。

3. 深度拓展本集團分銷網絡

報告期間，本集團本著「最少商業客戶最大覆蓋」的原則，根據各市場的特質，

對分銷網絡進行了有效的調整和進一步的完善。同時，本集團通過繼續擴張

專櫃數目、豐富產品類別、營造消費氛圍等市場行銷策略，夯實網絡基礎，

以增強與分銷商和零售藥店的緊密合作關係。

報告期間，本集團還開發了新的管道，開拓了國內一些大型國有企業的團購

業務，如銀行、稅務、公交集團、企事業單位、部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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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集團的「金活健康之家」專櫃數量由二零一零底的1,500個增至目前

2,000個，並期望於二零一一年底或以前增加至約3,000個。同時，本集團還在

國內多個重點城市建立了「金活健康之家」專櫃旗艦店，加強集團旗下品牌產

品的宣傳推廣，以進一步提升本集團的企業及品牌形象。

4. 整合分銷商及子分銷商客戶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本集團擁有190家分銷實力強勁的分銷商客

戶、400家子分銷商、超過40,000家重點管理零售門店，而大部分客戶在中國

擁有龐大的分銷網絡。為了加強終端網路，本集團正物色併購內地區域性分

銷商，這些分銷商主要來自華東、華南沿海一帶消費力較強的地區，並以內

地企業為主。

5. 金活全國配送中心基地獲得認可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成功擬定金活全國配送中心可行性報告，大大加強該項

目的執行力度。金活全國配送中心有別於傳統物流配送，它是集物流、資金

流及資訊流的一個綜合平台，並將面向於深圳市醫藥企業，提升運送貨物服

務及統一全國地區的配送需要。目前，該項目已獲得相關部門認可，並有望

在年內落實建立金活全國配送中心基地所需土地。

以上的項目，本集團是用本集團的內部資源及／或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十一

月二十五日於聯交所上市所得款項支付。

財務回顧

1. 營業額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營業額約為人民幣362,552,000

元，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313,710,000元增加約人民

幣48,842,000元或15.6%。此項增加主要因京都念慈菴產品系列及依馬打正紅花

油銷售額增加所致，其同期相比分別增長19.8%及185.9%，此乃因增加了該等

產品的推廣力度所致，包括重點銷售京都念慈菴蜜煉川貝枇杷膏以及增加依

馬打正紅花油產品專櫃數量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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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銷售成本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銷售成本約為人民幣

282,726,000元，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250,357,000元

增加約人民幣32,369,000元或12.9%。銷售成本增加與營業額增加一致。毛利率

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20.2%上升至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的22.0%，其主要是由於毛利率較高的產品（特別是毛利率約為

52.7%的依馬打正紅花油）的銷售額增加所致。

3. 其他收益

其他收益主要包括租金收入、佣金收入及利息收入。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其他收益約為人民幣2,377,000元，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3,738,000元減少約人民幣1,361,000元或36.4%。此減少主

要是由於利息收入減少所致。

4. 其他收入淨額

其他收入淨額主要為外匯收益淨額及遠期結匯收益，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其他收入淨額約為人民幣3,426,000元，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33,000元增加約人民幣3,393,000元或10,281.8%。此項

增幅主要歸因於外匯收益淨額增加所致。

5. 銷售及分銷成本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銷售及分銷成本約為人民幣35,995,000

元，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37,485,000元減少約人民

幣1,490,000元或4.0%。此項減少主要來自給分銷商之佣金及牌照費分別減少約

人民幣4,991,000元及人民幣2,251,000元，此減少效應給廣告成本及員工成本增

加部份所抵消，廣告成本及員工成本分別增加人民幣2,470,000元及人民幣

2,291,000元。為利用中國經濟由全球金融危機中復蘇之勢頭，本集團銷售及市

場推廣團隊於報告期間推出更多廣告及市場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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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行政開支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行政開支約為人民幣18,393,000元，較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11,605,000元增加約人民幣

6,788,000元或58.5%。此項增加主要是由於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以及員工

工資及福利）增加約人民幣1,072,000元及作為上市公司所引致法律及專業費用

增加約人民幣1,679,000元所致。

7. 經營溢利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經營溢利約為人民幣

31,241,000元，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8,034,000元增

加約人民幣13,207,000元或73.2%。經營溢利增加主要歸因於報告期間營業額及

毛利增加。

8. 融資成本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融資成本約為人民幣2,569,000元，較截

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3,568,000元減少約人民幣999,000

元或28.0%。融資成本減少主要歸因於銀行貸款利息減少所致。

9. 除稅前溢利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除稅前溢利約為人民幣

28,672,000元，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4,466,000元增

加約人民幣14,206,000元或98.2%。除稅前溢利增加主要歸因於報告期間營業額

及毛利增加。

10.所得稅開支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所得稅開支約為人民幣

9,025,000元，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3,854,000元增加

約人民幣5,171,000元或134.2%。此項增加主要歸因於除稅前溢利增加及稅率增

加所致。於報告期間實際稅率為31.5%而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則為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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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期間溢利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人民

幣19,647,000元，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0,612,000元

增加約人民幣9,035,000元或85.1%。期間溢利增加主要歸因於報告期間營業額

及毛利增加。

12.流動資金及資金來源

本集團主要以各項營運所得現金和各項長短期銀行借貸滿足營運資金的需求。

於報告期間，實際利率為(i)定利率貸款7.1%，(ii)浮動利率貸款2.3%－5.6%。

考慮到本集團可動用長短期銀行借貸額和營運現金流，本公司董事認為，本

集團有足夠營運資金滿足目前及本公告日後至少12個月的資金需求。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人民幣

221,016,000元，主要來源於本集團營業收入以及本公司於去年十一月所募集資

金。

13.現金流量

本集團的主要現金乃用作應付營運資金需求、償還到期債項利息及本金、本

集團設施及業務增長及擴展提供資金。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本集團主要自銷售集團產品所得款項獲得營運現金流入。報告期間，本集團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為人民幣494,000元，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的經營活動所得人民幣315,000元增加人民幣179,000元，主要由於除稅

前溢利增加所致。

投資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報告期間，本集團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為人民幣3,325,000元，較截至二零

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投資活動所得人民幣2,813,000元減少人民幣

6,138,000元，主要由於報告期間支付購買固定資產約人民幣4,084,000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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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報告期間，本集團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為人民幣43,305,000元，較截至二零

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融資活動所用人民幣37,363,000元增加人民幣

5,942,000元，主要由於償還銀行貸款，以及本集團支付股利所致。

14.資本架構

債務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的全部借貸，約人民幣78,995,000元會於一年

內到期，報告期間，本集團向貸方續借銀行貸款時並無任何困難。

資產負債率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資產負債率約為13.5%（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26.4%），乃按總銀行借貸除以總資產剩以100%計算得出，資產負

債率減低主要原因是由於銀行借貸減少所致。

資產押記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向銀行抵押投資物業、應收票據及銀行存

款等資產約人民幣 100,674,000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202,673,000元）。

資本支出

本集團的資本開支主要包括購買廠房及設備、租賃物業裝修及購買汽車。報

告期間與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資本支出分別為人

民幣4,084,000元與人民幣224,000元。

匯率風險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均以人民幣及港元為功能及營運貨幣。我們預期人民幣將

保持平穩發展。本集團對其他匯率變動並無重大之風險。

15.或有負債、法律訴訟及潛在訴訟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有負債、法律訴訟或

潛在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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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重大收購和出售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沒有任何重大收購及出售。

17.持續經營

根據現行財務狀況和可動用的融資，本集團在可見未來有足夠財務資源繼續

經營。因此，在編製財務報告時已採用持續經營基準編製。

未來展望

隨著中國宏觀經濟的持續向好及新醫改政策的深入實施，本集團將在既定的公司

戰略指導下，繼續把握行業所帶來的機遇，發揮自身的品牌與網絡優勢。為此，

本集團制定了以下未來發展策略：

1. 繼續維持及增加優勢產品市場份額

本集團除繼續保持京都念慈菴川貝枇杷膏於止咳產品市場在銷量方面的領導

地位外，還將繼續保持本集團另外三款支住產品的健康發展，包括喇叭牌正

露丸、曼秀雷敦系列產品及金活牌依馬打紅花油，並繼續通過滲透到一些大

型的國營企業單位，拓展團購業務等策略來提高這些產品的銷售。另外，本

集團另一款支柱產品飛鷹活絡油也將通過增加廣告宣傳及推廣活動來提高顧

客對產品的忠誠度，從而提升銷售。

2. 打開新產品銷售新局面

下半年，本集團將推出約三款新產品，以迎合消費者對保健藥品的不同需求。

針對這些新產品，本集團已經制訂了詳細的上市行銷方案。

於本年八月份，本集團將在中國海南舉行「迪士尼金色100創口貼新產品上市

發佈會」，預期屆時將有來自全國各地主要連鎖的負責人受邀參加本集團的新

產品上市發佈會。未來，本集團還將採取有針對性的行銷策略來提升銷售和

品牌知名度。

下半年，本集團新引進的美國有機食品將有望率先在香港實現銷售，同時在

中國主要城市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地同步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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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開拓銷售新管道新市場

近年，電子商貿日漸普及，互聯網已成為新興的市場推廣管道。於報告期間，

本集團已成功開拓團購業務，並逐漸培育一群忠誠的消費者。根據中國傳統

習慣，下半年的假日較多，各企業單位都會給員工發放一些福利，尤其是國

外進口產品受歡迎，因此團購業務的需求正與日俱增。正因團購業務的發展

潛力龐大，本集團將抓住此良機，繼續鞏固現有的團購業務，並進一步發展

新的大客戶。

4. 加快金活健康之家專櫃建設

分銷網路對本集團藥品及保健品分銷業務意義重大，「金活健康之家」專櫃一

直是本集團展示產品、提升品牌知名度，加強與消費者溝通的平台，故此本

集團已計劃在這些專櫃開展各類增強消費者購買欲的市場推廣活動，以提升

這些專櫃的銷量，包括產品廣告宣傳、店舖推廣活動、顧客折扣優惠等。

5. 落實金活全國配送中心基地

於報告期間，金活全國配送中心可行性報告已成功擬定，以便正式啟動該項

目的發展。展望下半年，本集團將繼續努力加強與相關部門的溝通及協調，

促使相關部門儘快批准建立金活全國配送中心基地，以滿足中國地區藥物統

一配送的需求。

以上的未來發展計劃，本集團將會用本集團的內部資源及／或本公司於二零

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於聯交所上市所得款項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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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及培訓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本集團擁有合共392名員工，其中78名於本集團深

圳總辦事處任職，而314名則駐守34個地區，主要執行銷售及營銷職責。於報告期

間總員工成本約為人民幣10,232,000元（二零一零年：人民幣9,379,000元）。本集團

每年發出年度銷售指引，載列年度銷售目標並制訂季度營銷策略，以提供銷售及

營銷指示供各代表辦事處及其員工遵守。本集團的資深管理團隊（包括銷售總監

及產品經理）負責協調前線銷售及營銷團隊以達致年度銷售目標。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秉承「以人為本」的管理理念，積極為員工搭建管理與發展的

平台。本集團聘請其僱員時有嚴格甄選程序。本集團採用多項獎勵機制提升僱員

的工作效率，定期考察僱員表現，並相應調整薪金及花紅。此外，本集團亦為不

同職能僱員提供培訓。

本公司上市所得款項用途

本公司股份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聯交所上市所得款項經扣除相關費用

後，約為241,862,000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206,167,000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

三十日，本集團已動用所得款項淨額中約人民幣21,600,000元，其中約人民幣

1,000,000元已經用於擴展產品專櫃計劃及人民幣20,600,000元用作營運資金。而剩

餘所得款項已存於銀行，該款項將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二日刊發之

招股章程內所載之建議用途使用。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除了分擔共同控制實體珠海金明醫藥有限公司的資本

承擔額約人民幣17,161,000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1,571,000元）

之外，本集團並沒有任何其他資本承擔。

公眾持股量

根據公開可得資料及就董事所知，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最少25%的已發行股本

由公眾股東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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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根據本公司股東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四日通過的決議，本公司向全體股東宣派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經審核可分派溢利合共約23,095,000港元（相當

於約人民幣19,206,000元）。該股息已於二零一一年六月十七日以本公司內部現金

全數支付。

董事會並無提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中期股息（二零

一零年：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報告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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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管治常規

於報告期間，本公司一直應用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

規則」）附錄十四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原則，並遵守其所

有適用之守則條文，惟與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有所偏離者除外。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予以區分，不

應由一人同時兼任。現時，趙利生先生為董事會主席兼任行政總裁。董事會認為，

讓趙先生同時擔任兩個職務可為本集團提供強大而貫徹之領導，並可於規劃及落

實長遠業務策略時更有效益。董事會亦認為，鑒於董事會之成員包括強大而獨立

的非執行董事在內，故此架構不會損害董事會及管理層於本集團業務權力及權限

之平衡。董事會認為，上文描述之架構對本公司及其業務有利。

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其本身監管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每位董事經已確認彼於報告

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本公司亦已就有關僱員採納條款不會較標準守則寬鬆之

書面指引。高級管理層因其在本公司所擔任之職務而可能擁有未公佈之股價敏感

資料，彼等已應要求遵守標準守則及本公司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之

有關規定。在報告期間內，根據本公司所知，並無出現有關僱員違反僱員書面指

引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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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五日成立審核委員會，並已遵照企業管治常規守則規

定以書面列明其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能是檢討及監督本集團的財務申

報過程及內部監控體制。審核委員會有3名成員，即段繼東先生、張建琦先生及

黃焯琳先生。黃焯琳先生已獲委任為審核委員會主席。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

合中期財務資料，並同意本公司所採納的會計處理方法。

信息披露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將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寄發至本

公 司 股 東 並 將 於 聯 交 所 網 站 (http://www.hkexnews.hk)及 本 公 司 網 站 (http://

www.kingworld.com.cn)登載。

承董事會命

金活醫藥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趙利生

香港，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趙利生先生、陳樂燊女士、周旭華先生及林玉生先生；

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段繼東先生、張建琦先生及黃焯琳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