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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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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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United Laboratories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聯聯聯聯邦制藥國際控股邦制藥國際控股邦制藥國際控股邦制藥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3933) 

    

截至二零截至二零截至二零截至二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中期業績公中期業績公中期業績公佈佈佈佈    

    

    

    

財務摘要財務摘要財務摘要財務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二零一零年  增增增增長長長長////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減少減少減少減少))))    

      

收入 3,373,8853,373,8853,373,8853,373,885     3,079,118  9.6%9.6%9.6%9.6%    

            

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 659,319659,319659,319659,319     820,521  (19.6%)(19.6%)(19.6%)(19.6%)    

            

除稅前溢利 369,877369,877369,877369,877     573,846  (35.5%)(35.5%)(35.5%)(35.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307,682307,682307,682307,682     483,868  (36.4%)(36.4%)(36.4%)(36.4%)    

            

基本每股盈利 23.6 23.6 23.6 23.6 港仙港仙港仙港仙     39.8 港仙  (40.7%)(40.7%)(40.7%)(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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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制藥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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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零年同期之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一一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3,373,8853,373,8853,373,8853,373,885     3,079,118 

         

銷售成本   (2,174(2,174(2,174(2,174,388),388),388),388)     (1,829,795) 

         

毛利   1,199,4971,199,4971,199,4971,199,497     1,249,323 

         

其他收入 4  39,23039,23039,23039,230     22,135 

         

其他收益與虧損   16,40216,40216,40216,402     740 

         

銷售及分銷成本   (555,475)(555,475)(555,475)(555,475)     (482,131) 

         

行政開支   (237,391)(237,391)(237,391)(237,391)     (151,115) 

         

其他開支   (37,083)(37,083)(37,083)(37,083)     (15,772) 

         

財務成本 5  (55,303)(55,303)(55,303)(55,303)     (49,334) 

         

除稅前溢利   369,877369,877369,877369,877     573,846 

         

稅項 6  (62,195)(62,195)(62,195)(62,195)     (89,97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溢利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溢利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溢利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溢利    7  307,682307,682307,682307,682     483,868 

         

其他全面收入其他全面收入其他全面收入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表列貨幣產生之匯兌差額   101,846101,846101,846101,846     45,51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全面收入總額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全面收入總額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全面收入總額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全面收入總額      409,528409,528409,528409,528     529,379 

         

基本每股盈利 (港仙) 9  23.623.623.623.6     39.8 

 



- 3 -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於二零於二零於二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年六月三十日年六月三十日年六月三十日    

 

   於於於於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5,121,9615,121,9615,121,9615,121,961     4,651,121 

預付租金   108,528108,528108,528108,528     108,523 

商譽   3,6483,6483,6483,648     3,588 

無形資產   2,1142,1142,1142,114     3,270 

租賃土地按金   3,6123,6123,6123,612     3,551 

購買物業、廠房及機器訂金   105,084105,084105,084105,084     136,185 

可供出售投資 11  ----     - 

遞延稅項資產   27,00027,00027,00027,000     35,659 

   5,371,9475,371,9475,371,9475,371,947     4,941,897 

         

流動資產         

存貨   1,554,7761,554,7761,554,7761,554,776     1,248,199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訂金及預付款 12  2,708,9802,708,9802,708,9802,708,980     2,567,263 

衍生金融工具   1,4501,4501,4501,450     2,268 

預付租金   2,6322,6322,6322,632     2,588 

已抵押銀行存款   436,294436,294436,294436,294     381,624 

銀行結餘及現金   687,440687,440687,440687,440     464,055 

   5,391,5725,391,5725,391,5725,391,572     4,665,997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及應計費用 13  2,260,8962,260,8962,260,8962,260,896     1,968,439 

應付稅項   33,58733,58733,58733,587     83,704 

借貸   3,083,6683,083,6683,083,6683,083,668     2,350,074 

   5,378,1515,378,1515,378,1515,378,151     4,402,217 

流動資產淨值   13,42113,42113,42113,421     263,78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385,3685,385,3685,385,3685,385,368     5,205,677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00,168100,168100,168100,168     95,735 

         

   5,285,2005,285,2005,285,2005,285,200     5,109,942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3,01513,01513,01513,015     13,015 

儲備   5,272,1855,272,1855,272,1855,272,185     5,096,92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5,285,2005,285,2005,285,2005,285,200     5,109,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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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1. 呈報基準 

 
此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由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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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告」，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6所適
用之披露規定而編撰。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以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若干以公平值計量之金融工具除外。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用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本集團編

製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遵循者相同。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詮釋（「新訂

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二零一零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 關連人士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 配股分類 

香港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14號（修訂） 

最低資金規定之預付款項 

香港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19號 

以股本工具清償金融負債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上述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報告金額及／

或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未提早應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或經修訂準則。下列已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日期後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修訂已獲授權頒佈但尚未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合營安排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允價值計量
2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 其他綜合收入項目呈列
2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 

（於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員工福利
2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於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
2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 

（於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投資
2

 

 
1

  由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由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將不會對本集團之業續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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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及分類資料 

 

收入指本集團向外部客戶銷售貨品之已收或應收淨額，再扣減折扣及銷售相關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貨品       3,373,8853,373,8853,373,8853,373,885     3,079,118 

  
本集團現有三個業務收入來源－(i)銷售中間產品（「中間體」）；(ii)銷售原料藥（「原料藥」）；

及(iii)銷售抗生素制劑產品、非抗生素制劑產品及空心膠囊（合稱「制劑產品」）。該三個收入

來源乃本集團呈報其主要營運及分類資料之基礎。 

 

本集團於回顧期內按經營分部劃分之收入及業績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間體  原料藥  制劑產品  分部總額  抵銷  合併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對外銷售 919,736919,736919,736919,736        1,459,8331,459,8331,459,8331,459,833        994,316994,316994,316994,316        3,373,8853,373,8853,373,8853,373,885        ----        3,373,8853,373,8853,373,8853,373,885    

 分部間銷售 735,350735,350735,350735,350        117,635117,635117,635117,635        ----        852,985852,985852,985852,985        (852,985)(852,985)(852,985)(852,985)        ----    

 1,655,0861,655,0861,655,0861,655,086        1,577,4681,577,4681,577,4681,577,468        994,316994,316994,316994,316        4,226,8704,226,8704,226,8704,226,870        (852,985)(852,985)(852,985)(852,985)        3,373,8853,373,8853,373,8853,373,885    

            

分部溢利 194,793194,793194,793194,793        51,19751,19751,19751,197        162,363162,363162,363162,363                        408,353408,353408,353408,353    

分部銷售溢利淨調整 

  (附註) 

    

43,42743,42743,42743,427    

        

3,8603,8603,8603,860    

        

9,2399,2399,2399,239    

                        

56,52656,52656,52656,526    

 222238,22038,22038,22038,220        55,05755,05755,05755,057        171,602171,602171,602171,602                        464,879464,879464,879464,879    

            

其他未分類收入           7,9737,9737,9737,973    

               

其他收益及虧損           16,40216,40216,40216,402    

               

未分類企業支出           (64,074)(64,074)(64,074)(64,074)    

               

財務成本           (55,303)(55,303)(55,303)(55,303)    

               

除稅前溢利           369,877369,877369,877369,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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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間體  原料藥  制劑產品  分部總額  抵銷  合併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對外銷售 745,697  1,429,956  903,465  3,079,118  -  3,079,118 

 分部間銷售 643,456  121,898  -  765,354  (765,354)  - 

 1,389,153  1,551,854  903,465  3,844,472  (765,354)  3,079,118 

            

分部溢利 279,020  161,944  196,473      637,437 

分部銷售溢利淨調整 

  (附註) 

 

(7,781) 

  

(499) 

  

- 

      

(8,280) 

 271,239  161,445  196,473      629,157 

            

其他未分類收入           7,557 

            

其他收益及虧損           740 

            

未分類企業支出           (14,274) 

            

財務成本           (49,334) 

            

除稅前溢利           573,846 

  

附註： 該金額乃指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之未實現利潤抵銷淨額及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期間之銷售外部客戶的已實現利潤。 

 

經營分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相同。本集團根據被主要營運決

策者用作資源分配及評估分部表現目的之分部溢利計量表現。稅務並不分派予可報告分部。 

 

本集團營業額及損益乃根據分部之營運進行分類。 

 

分部間營業額按現行市價扣除。 

 

可報告分部溢利指各分部賺取之溢利，不包括分配銀行利息收入、總辦事處雜項收入、其他收

益及虧損、企業支出及員工成本以及財務成本。 

 

4. 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6,8796,8796,8796,879     5,975 

原材料銷售  17,17717,17717,17717,177     865 

津貼收入  14,08014,08014,08014,080     13,713 

雜項收入  1,0941,0941,0941,094     1,582 

        

  39,23039,23039,23039,230     2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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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財務成本 

 

財務成本指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銀行借貸之利息。 

 

於本期內，約22,0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6,200,000港元）借貸成本已

資本化為部份生產廠房之成本。 

 

6.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支出包括：    

    

本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3,2813,2813,2813,281     8,346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企業所得稅 41,98841,98841,98841,988     73,110 

 中國預扣稅 4,2044,2044,2044,204     - 

 中國企業所得稅以往年度超額撥備 (855)(855)(855)(855)     (3,524) 

 48,61848,61848,61848,618     77,932 

遞延稅項 13,57713,57713,57713,577     12,046 

       

 62,19562,19562,19562,195     89,978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管理層對整個財政年度之預期加權平均年度利得稅率之最佳估計予以確認。

回顧期內所使用之估計平均年度稅率為16.5%。中國所產生之稅項乃根據管理層對整個財政年度

之預期加權平均年度所得稅率之最佳估計予以確認。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所使

用之估計平均年度稅率為25%（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5%）。 

 

7. 本期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溢利已扣除(計入)：    

    

(撥回) 計提存貨撥備 (已包括在銷售成本內) (8,052)(8,052)(8,052)(8,052)     1,136 

撥回計提呆壞賬撥備 (已包括在其他收益及虧損內) (14,656)(14,656)(14,656)(14,656)     (308) 

研發費用 (已包括在其他開支內) 36,63936,63936,63936,639     6,774 

折舊及攤銷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30,986230,986230,986230,986     194,684 

  攤銷：       

 - 無形資產 1,2001,2001,2001,200     1,353 

 - 土地使用權預付租金 1,9531,9531,9531,953     1,304 

 234,139234,139234,139234,139     197,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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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付    

 之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18 港仙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19 港仙) 

 

232323234444,,,,270270270270    

  

237,500 

 

本公司董事議決宣派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 3 港仙(截至二零一零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2 港仙)。 

 
9. 每股基本盈利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股本權益持有人應佔溢
利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約 1,301,500,000 股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215,193,000 股)而計算。 

 
10.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變動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就物業、廠房及設備產生開支為 624,691,000 港元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10,619,000 港元）。 
 

11. 可供出售投資 
 
 本投資乃指一項於美國成立之非上市私人企業之證券投資。本投資乃以成本價減於本報告期 
 末之減值虧損而計量。23,417,000 港元之減值虧損已於前年度被確認。 

 
12.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訂金及預付款 

  
 於於於於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 2,304,8182,304,8182,304,8182,304,818     2,287,506 

減：應收呆賬撥備 (7,777)(7,777)(7,777)(7,777)     (24,981) 

       

 2,297,0412,297,0412,297,0412,297,041     2,262,525 

訂金及預付款 411,939411,939411,939411,939     304,738 

       

 2,708,9802,708,9802,708,9802,708,980     2,567,263 

 

本集團通常給予貿易客戶平均30天至120天之信用期，亦可根據與本集團貿易額及付款情況對若

干經挑選客戶延長信用期。應收票據平均90天至180天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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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各結算日，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賬齡分析如下： 

 

  於於於於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     

0 至 30 日   587,374587,374587,374587,374     638,200 

31 至 60 日  322,584322,584322,584322,584     345,011 

61 至 90 日  131,282131,282131,282131,282     69,956 

91 至 120 日  58,85458,85458,85458,854     9,113 

121 至 180 日  18,48718,48718,48718,487     7 

超過 180 日  26,33226,33226,33226,332     1,581 

        

  1,144,9131,144,9131,144,9131,144,913     1,063,868 

        

應收票據        

0 至 30 日   128,236128,236128,236128,236     119,024 

31 至 60 日  170,335170,335170,335170,335     208,601 

61 至 90 日  170,523170,523170,523170,523     179,965 

91 至 120 日  201,425201,425201,425201,425     250,037 

121 至 180 日  481,609481,609481,609481,609     440,427 

超過 180 日  ----     603 

        

  1,152,1281,152,1281,152,1281,152,128     1,198,657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透過對應收款項之預期損失提供信用擔保而擁有 365,887,000

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78,420,000 港元）之具追索權之幾家銀行之已貼現應收票據，

其中 22,892,000 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2,520,000 港元）之應收票據乃由本集團債

務人發行，其餘則由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發行。因此，本集團已將按折現收到之現金確認為具追

索權之貼現票據。此外，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530,485,000 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 529,865,000 港元）之應收票據已背書予本集團債權人（見附註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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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及應計費用 

 
本集團一般獲其供應商授予0日至120日之信貸期。於各結算日，按發票日期呈列，應付貿易賬款

及應付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於於於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賬款     

0 至 90 日  730,836730,836730,836730,836     750,506 

91 至 180 日  556,305556,305556,305556,305     242,167 

超過 180 日  162,218162,218162,218162,218     4,436 

  1,449,3591,449,3591,449,3591,449,359     997,109 

應付票據        

0 至 90 日  141,821141,821141,821141,821     301,815 

91 至 180 日  83,01483,01483,01483,014     235,360 

  224,835224,835224,835224,835     537,175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586,702586,702586,702586,702     434,155 

  2,260,8962,260,8962,260,8962,260,896     1,968,439 

 

14.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因已訂約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而產生但未於簡明綜合財務
報表內撥備之資本開支承擔為 239,101,000 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33,584,000 港元）。 
 

15. 抵押資產 

 

除附註12載列者外，於報告期末，本集團已將下列資產抵押予銀行，作為本集團取得銀行信貸之

擔保： 

 

  於於於於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1,695,4481,695,4481,695,4481,695,448     1,373,311 

預付租金  111,161111,161111,161111,161     111,111 

應收票據  201,605201,605201,605201,605     230,576 

已抵押銀行存款  436,294436,294436,294436,294     381,624 

        

  2,444,5082,444,5082,444,5082,444,508     2,096,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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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關連人士交易 

 

 本集團之主要管理人員均為本公司董事。期內，本公司董事之酬金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袍金 840840840840     840 

薪金及其他福利 11,06911,06911,06911,069     6,740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59595959     18 

       

 11,96811,96811,96811,968     7,598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二零一一年上半年業務回顧二零一一年上半年業務回顧二零一一年上半年業務回顧二零一一年上半年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3,373,9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

3,079,118,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9.6%。股東應佔溢利約為307,7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483,868,000

港元)，較去年同期下跌36.4%。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中間體、原料藥及制劑產

品的分部營業額(其中包括分部間銷售)分別較去年同期增長19.1%、1.7%及10.1%。中間體、原料藥及

制劑產品的分部業績分別下跌12.2%, 65.9%及12.7%。 

 

回顧二零一一年上半年，中國醫藥行業經營環境充滿挑戰，包括國家進一步加強對行業監管的要求、

通貨膨脹帶動原材料價格上升、金融市場的不明朗、以及國家的調控政策等。本集團作為行業龍頭企

業，憑藉垂直一體化的產品組合及生產模式、規模經濟效益、以及品牌優勢，致力控制成本，同時開

拓新市場機遇，繼續鞏固市場領導地位，本集團之營業額仍繼續上升。惟各樣不利因素沖擊下，本集

團於上半年度的業績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以下是本集團於上半年度之業務回顧： 

 

中間體產品價格下降 

 

本集團的中間體產品的營業額主要透過銷售兩種主要產品所得，該兩種主要產品分別為 7-ACA產品及

6-APA產品。於本期內，國家醫藥行業相關監管的機構推出多項加強醫藥行業的措施，當中對抗生素

生產企業影響較大的措施包括藥物降價措施及醫療機構抗菌藥物管理辦法。其中抗菌藥物管理辦法對

高端抗生素製劑產品影響較大，而 7-ACA產品乃該等產品的主要原材料，在市場對該等高端抗生素製

劑產品的需求短期下降的情況下，7-ACA 產品的售價較本年度初時也大幅下跌。惟本集團的 7-ACA

產品佔整體中間體之營業額約四分一，其產品價格大幅下跌未對整體中間體業績帶來重大影響。本集

團 6-APA產品之價格，於期內則較為平穩。此消彼長下，本期之中間體業績較去年同期只下降 12.2%。

於本期內，本集團之中間體營業額較去年同期增長 19.1%，主要由 6-APA產品之銷售增長所帶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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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原料藥產品價格下降 

 

於本期內，國家推出藥物降價措施及醫療機構抗菌藥物管理辦法，使市場營造了觀望的態度，間接影

響了原料藥產品的需求。由於本集團有頼垂直一體化生產模式的優勢，憑藉各主要生產基地相輔相

承，盡量降低生產成本及提升生產效率，嚴格限制成本，確保藥品的質量及價格競爭力能領先同業。

雖然本集團於期內原料藥產品的業績較去年同期下跌 65.9%，但於本期內的營業額則較去年同期上升

1.7%。作為行業龍頭企業，本集團積極研發新的生產工藝。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成為全球第二家掌握

酶法阿莫西林原料藥生產工藝的製藥企業，並成功將產品上市，有助本集團進一步降低生產成本以及

提升生產效益，並本集團在產品訂價上更具彈性及競爭力。該生產工藝領先同業，生產過程中無污水、

無雜質，所需能源較少，不但降本增效，更能配合國家日漸收緊的環境保護政策。新建產能亦已應因

新工藝進行投產，有效配合出口以及內銷市場拓展的步速。 

 

國家政策使製劑產品價格下滑 

 

二零一一年第一季度的銷售仍錄得穩步增長。然而，隨著部份單獨定價藥品如阿莫西林及氨苄西林，

遭遇於三月二十八日出台的降價措施影響，銷售業績自第二季度起放緩。此外，國家於四月份公佈對

各級醫療機構使用抗菌藥物的管理辦法，由於相關細則未明確，措施出台後，各級醫院抱持觀望態度

延遲採購抗菌藥物的製劑產品，導致製劑產品於第二季度銷售進一步放慢。由於國家機構於本期內只

對本集團相關的製劑產品適度降價，因此未有對本集團之製劑產品業績造成重大影響。 

 

重組人類胰島素產品推出市場 

 

本集團的重組人類胰島素產品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正式推出市場，由於產品與進口系列胰島素完全功

效等同，而且價格具競爭力，本集團成功於上半年開始取得訂單及市場份額，各省份地區醫院的招標

工作於本期內順利進行，並逐步擴展。 

 

設立海外許辦事處 

 

本集團於回顧期內，重點開拓國際市場，並成功於巴西、印度、杜拜、印尼、德國漢堡等地設立辦事

處，加快拓展出口銷售市場。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銀行存款、銀行結餘及現金約 1,123,700,000 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845,700,000 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計息銀行借貸約3,083,7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2,350,100,000港元），全部借貸以港元及人民幣結算並於五年內到期。其中約1,263,200,000港元的

銀行借貸為定息貸款，餘額約1,820,500,000港元則為浮息貸款。董事預期所有銀行借貸將由內部資源

償還或於到期時續借而為本集團持續提供營運資金。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流動資產約 5,391,600,000 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666,000,000 港元）。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之流動比率約為 1.00，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之比較數約為 1.06。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總資產約 10,763,500,000 港元（二零一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607,900,000 港元）及總負債約 5,478,300,000 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498,000,000 港元）。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之資本負債比率（以總借貸減銀行結餘及已抵押銀行

存款及現金比較總權益計算）約為 37.1%，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約為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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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兌換風險貨幣兌換風險貨幣兌換風險貨幣兌換風險    

 

本集團之採購及銷售主要以美元、港元及人民幣結算。經營開支則主要以港元或人民幣計算。本集團

已設立庫務政策以監察及管理所面對的貨幣兌換率變動風險。 

 

或然負債或然負債或然負債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沒有重大或然負債。 

 

展望二零一一年下半年度展望二零一一年下半年度展望二零一一年下半年度展望二零一一年下半年度    

 

展望二零一一年下半年，我們持審慎樂觀態度。本集團預期環球金融市場會較為波動，並會影響中國

內部的消費信心。我們相信有危必有機的道理，繼續拓展本集團的業務。 

 

雖然國家機構於上半年度推出抗菌藥物限用措施，但本集團約 60%抗菌藥物製劑產品屬非限制類別，

相信隨著措施明確後，有望製劑產品的銷量於下半年陸續復原。然而，受到原材料價格的上升，集團

的生產成本不斷上漲，加上降價措施實施等，對本集團的於下半年度的整體毛利率造成一定的影響。 

 

本集團之重組人類胰島素於上半年成功推出市場，並有數據顯示目前中國的糖尿病患者超過一億並將

持續增加，重組人類胰島素市場總額高達 50 億人民幣，並且以 20%至 30%的年增長率高速發展。因

此，該產品將有望成為本集團未來的主要增長動力。 

 

本集團之珠海廠房剛於本年七月率先獲得新版的國家 GMP 認證。部份廠房也於去年獲得如 ISO9001

及 ISO14001的認證，而一些主要產品更獲得包括美國 FDA、歐洲 COS、日本 GMP 等認證或受理，奠

定本集團的領導地位。展望未來，本集團將進一步強化研發新藥物、建立品牌及開拓國際市場。本集

團開發中的新產品達 30種，其中 3種正在進行專利註冊。目前本集團已擁有約二千七百名經驗豐富、

擁有良好網絡及專業知識的銷售人員，他們除了繼續滲透農村及社區市場，也將進一步接受有關重組

人胰島素產品培訓，以協助集團打入胰島素的龐大市場。隨著銷售網絡及網點完善化，集團將繼續開

拓海外市場，為未來業績注入動力。 

 

由於中國收緊控制貸出銀行貸款導致利息成本高漲，因此本集團將繼續透過多樣化和優化我們的貸款

配置，包括香港與中國之間之貸款年期及貸款種類來控制利息成本。 

 

集團將繼續憑藉產品垂直一體化、規模經濟以及聯邦品牌的優勢，積極把握國內外的機遇，推動本集

團業務穩步較快地增長。本集團相信，憑著根基之穩，業務伙伴及投資者的認同及支持，管理層視野

及全體及員工的努力，本集團將能創出亮麗業績，以回饋股東的支持。 

 

僱員及酬金僱員及酬金僱員及酬金僱員及酬金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大陸僱用約 11,000名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11,000 名) 員工。員工之薪酬乃按基本薪金、花紅、其他實物利益及彼等之個人表現釐定。本集團亦

有向僱員提供購股權計劃，而董事會可酌情向本集團員工授予購股權。自實施購股權計劃以來，概無

授出任何購股權。 

 

購買購買購買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

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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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及截止過戶日期股息及截止過戶日期股息及截止過戶日期股息及截止過戶日期    

    

董事會宣派中期股息每股3港仙（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2港仙）予二零一一年九月

二十三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內之股東。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一日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

三日（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在此期間股份之轉讓手續將不予登記。 

 

如欲過戶而得享中期股息者，須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將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

股票送達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劵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號舖）辦理過戶登記手續。 

 

預期股息單將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九日左右寄發予股東。    

 

企業管治企業管治企業管治企業管治    

 

本公司致力為了股東利益而確保高標準的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已採用和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的守則條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之行為準則。經本公

司作出特定查詢後，所有董事均確認彼等於本中期業績公佈所函蓋之期間已完全遵守標準守則所定之

標準。 

 

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張品文先生、黃寶光先生及宋敏先生組成。審核委員會及本公司外

聘核數師已審閱及就有關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項(其中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之未經審核財務報告)作出討論。 
 

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蔡金樂先生(主席)、彭韙女士(副主席兼總經理)、梁永康先

生、蔡海山先生、鄒鮮紅女士、朱蘇燕女士及方煜平先生；非執行董事：蔡紹哲女士；及獨立非執行

董事：張品文先生、黃寶光先生及宋敏先生。 

 

 

代表董事會 

主席 

蔡金樂 

 

香港，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