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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Lee’s Pharmaceutical Holdings Limited
李氏大藥廠控股有限公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50）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全年業績公佈

業務回顧

儘管中國醫藥行業之營商環境面臨挑戰，惟本集團不僅於二零一一年保持增長勢
頭，營業額及純利均較去年取得大幅增長，而且準備透過於來年推出一系列產品
建立一平台，以將本集團推上全新的增長軌道。

營業額及溢利

二零一一年第四季度業績令人鼓舞，營業額及純利分別較第三季度增加23%及14%。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營業額再創新高，至399,685,000港元，較
去年增長56.2%。銷售額大幅增長乃主要受新近納入國家醫保目錄之《可益能》®及
《速樂涓》®所推動，而該等產品之銷售額分別較去年增長91%及66%。《尤靖安》®、
《菲普利》®及《再寧平》®等其他主打產品均表現優秀，分別較去年增長36%、68%及

119%。

於二零一一年，股東應佔純利再創新高至83,906,000港元，較去年增長44.6%。管理
層於本年度下半年在加快銷售增長的同時，控制銷售開支及提升營運效益及本集
團銷售及市場推廣組織的效率，而營業額的增長與純利的增長趨同乃管理層努力
的有力證明。二零一一年第四季度銷售開支對營業額之比率大幅減少至33.5%，而
第三季度及第二季度分別為39.8%及43.9%。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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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設施

為配合擴展所需，本集團於去年七月份購入位於廣州南沙之工業園。57,000平方
米之總樓面面積中將有約25,000平方米用於製造。投資額將約為人民幣100,000,000

元，而建築工程將於今年三月開始。設施落成後將大幅增加本集團之產能及產量。

此外，為符合中國現行優良藥品製造標準新規定，將於兆科（合肥）現址建立新生
產設施，而建築工程亦將很快開始。新生產總面積將約為6,000平方米，令本集團
未來能靈活捕捉製造行業的機遇。

這兩項設施的設計不僅符合中國現行優良藥品製造標準，而且符合美國食品及藥
品管理局及歐盟的規定，令本集團日後能夠向中國以外的國家及地區供應製成品。

藥品開發

本集團透過投放大量資源於藥品開發，繼續以進取的方式投資未來，以加速推出
新產品及提高其增長的可持續性。

本集團之專利創新抗血小板產品《Declotana》®之第一階段研究已於二零一一年四月
成功完成。結果顯示《Declotana》®在抗血小板方面極其「理想」，具有快速起效、良
好可逆性及低出血風險之藥性。有關急性冠狀動脈綜合症之理論驗證第二階段研
究計劃已在準備當中，並且即將啟動。這項領先研究將由北京大學第一附屬醫院
領導，上海中山醫院、人民解放局總醫院、廣州軍區總醫院及武漢協和醫院均參與
其中。倘若《Declotana》®的療效於研究中得到證明，則其可改變管理急性冠狀動脈
綜合症患者的範式，並將填補重大未獲滿足之醫療需求。

此外，本集團已於二零一一年第一季度向中國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遞交用於
治療乾眼的ZK007及用於治療痤瘡的ZK008進行臨床研究之申請。這兩種藥品均有
專利配方，源自本集團自身研發項目。由中國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組織的外
部委員會近期覆審用於治療痤瘡的ZK008，預期本集團很快會收到正面反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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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若干項申請旨在對現有產品進行更好的生命週期管理，已於第一季度遞交，
且正在接受中國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覆審。該等努力可為現有產品產生重
大長期利益，並顯著增強該等產品於市場上的競爭力。

於本期間，本集團接獲對自意大利Angelini進口之抗抑鬱藥《鹽酸曲唑酮緩釋片》進
行登記臨床研究之批准。該研究計劃囊括了15處地點，即將為378名患者進行登記。
自開始以來進行得相當順利。患者登記工作計劃將於二零一二年年底完成。

於二零一一年第二季度，本集團成功完成Apogepha專利產品《鹽酸丙哌維林》®XL在
中國的登記臨床研究，以評估治療中國尿失禁患者之效力及安全性。該研究的主
要試驗指標已達到，而結果顯示《鹽酸丙哌維林》®對於治療患有尿失禁的中國患者
屬安全有效。尿失禁會嚴重影響患者的社交生活，而其嚴重性尚未得到充分認識。
由於近期教育水平的提高及診斷水平的發展，導致患者治療意識日益加強。我們
需要更好的藥品來更好地治療這種病。

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用於治療化學治療引發之週邊神經病變(CIPN)之《鹽酸乙酰
左卡尼汀腸溶片》已完成登記臨床研究關鍵性第三階段。臨床研究已達至主要試驗
指標，而研究結論為藥品為有效且具有極為出色的安全性。CIPN為影響相當數目
癌癥患者之重大醫療難題。迄今為止，尚無任何藥品獲准治療此癥狀，而重大醫療
需求仍未獲滿足。憑藉《鹽酸乙酰左卡尼汀腸溶片》在治療CIPN方面之有效藥性，
《鹽酸乙酰左卡尼汀腸溶片》之批准將讓本集團在癌癥支持性護理方面佔據有利地
位。

此外，作為對本集團之支持，香港創新及科技基金已批准資助香港浸會大學及香
港科技大學與本集團合作開發之專利抗血管生長藥品ZK002項目。此舉為本集團研
究及開發能力及效應之有力證明。其亦突顯本集團矢志與本地大學共同進行研發
以推動科技發展及創新之責任。

本集團亦計劃與香港大學瑪麗醫院合作，就JX-594用作治療晚期肝癌之全球第二b

階段研究開始患者招募工作。JX-594為專利改造溶瘤病毒，可選擇目標及破壞癌細
胞。該產品乃由Jenerex及其夥伴所開發，目前正進行中晚期肝癌第二階段臨床研
究。美國肝病學會二零一一年呈列之最新研究結果顯示，相較使用低劑量之JX-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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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使用高劑量之JX-594能大幅提高中晚期肝癌患者之壽命（平均存活13.8個月
對6.7個月）。本集團為Jenerex之JX-594於中國之發展及市場推廣夥伴之一。鑒於中
國之龐大市場潛力，本集團擬調配更多資源加速JX-594於中國之發展。

進口產品註冊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本集團已成功在中國遞交Apogepha專利產品《鹽酸丙哌維
林》®XL之新藥註冊申請。該產品用於治療尿失禁，由於治療意識增強，尿失禁近
幾年日趨普遍。

於去年九月份，本集團成功在中國遞交United Therapeutics之產品《Remodulin》®（曲
前列尼爾）注射液之新藥註冊申請。《Remodulin》®為一個專利產品，通過靜脈及皮
下注射，可用作治療肺動脈高壓(PHA)（紐約心臟協會第II至IV級癥狀）之患者。肺
動脈高壓已成為中國嚴重致命疾病，影響眾多未獲妥善治療之病者。

此外，本集團已成功在中國遞交新藥登記引進藥品《Natulan》®之註冊申請，
《Natulan》®為用作治療霍奇金淋巴瘤及若干腦部腫瘤。優先覆審將使覆審程序在12

至15個月內完成。

為擴大本集團的癌症支持護理專營權，本集團已於本季度成功向中國國家食品藥
品監督管理局遞交《Aloxi》®i.v.及口服劑的臨床研究申請。《Aloxi》®是唯一可在市場
上找到的5HT3拮抗劑第二代，並為瑞士Helsinn授出專利權的領先抗嘔吐藥物。

繼本集團鹽酸乙酰左卡尼汀腸溶片註冊研究於二零一一年九月圓滿結束後，本集
團亦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向中國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遞交上市申請。目前，
中國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並無批准任何用於治療化療引起的週圍神經病變的
藥物。作為本集團首個在腫瘤領域之藥物，鹽酸乙酰左卡尼汀腸溶片可能為本集
團推動建立腫瘤藥物專營權的理想契機。

國際合作夥伴

於二零一一年，本集團亦在國際夥伴合作方面達致重要里程碑。本集團已參與
United Therapeutics就口服Treprostinil進行的國際性關鍵第三階段研究。UT-15C研究
（「Freedom-C」）為一項隨機化、雙盲、安慰劑對照及多中心第三階段研究。其涉及美
國、歐洲、中美洲、印度及中國逾30個中心。本集團已能夠協助United Therapeutics

就此項國際性第三階段研究迅速獲得中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之批准，並協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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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三個研究中心，使得患者招募工作得以在預期時間內完成。研究結果已公
佈，其正面結果將促使美國食品及藥品管理局批准口服Treprostinil之銷售。

銷售及市場推廣

於二零一一年，本集團亦完成其設立終端銷售隊伍組織之任務。於十二個月內，有
200名銷售代表的強大基礎設施已經到位，覆蓋中國二十五個人口最稠密及在經濟
上重要的城市。雖然管理成本及銷售與市場推廣費用大幅攀升，初始投資對本集
團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的盈利能力有瞬態影響，惟銷售及市場推廣費用至今已得
到控制。本集團的終端銷售組織於經過最初的12個月建設後已進入鞏固階段，而終
端銷售組織對本集團營業額增長的貢獻更加突出。整體而言，本集團的終端銷售
組織於二零一一年的銷售額較二零一零年增加61％。董事相信，將廣泛分銷網絡與
敏捷的終端銷售隊伍相結合之「混合動力發動機模型」有助於本集團未來維持營業
額及盈利可持續增長。

二零一一年亦為本集團繼續投資於以知識為基礎的宣傳及科學的市場推廣之年度。
本集團積極參加許多重要會議（例如「南方心血管會議」、「東方心血管會議」、「長
城心血管會議」、「全國心臟病學會議」、「全國腎臟病會議」、「全國學術會議」及
「全國皮膚科會議」）。本集團呈報醫學界的論理有助於培育跨越本集團關鍵領域之
強大關鍵意見領袖網絡。

循證醫藥乃今天中國處方藥品的主要推動力，而本集團更透過投資於其已上市產
品之臨床研究，不懈追求臨床證據及知識。最近完成的《尤靖安》®研究已經取得了
令人鼓舞的結果。該研究針對《尤靖安》®把HPV感染由陽性轉為陰性的治療效果。
HPV感染已被證實與宮頸癌相關，而現有的疫苗只能適用於仍未被HPV感染者。初
步數據表明，《尤靖安》®治療就HPV轉換而言對65％的患者有效，《尤靖安》®的治療
與控制之間有統計學上之重大差異。這是第一次該藥物已被證明能夠扭轉婦女的
HPV感染。本集團正在考慮完整規模的研究，以讓本集團能夠從中國國家食品藥品
監督管理局獲得新適應症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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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董事對本集團的前景保持樂觀。然而，我們需要警惕外部環境，並為迎接挑戰做好
準備。潛在的價格調整幅度尚未確定。新的現行優良藥品製造標準要求的實施將
是對我們所作準備的一次測試。但可以肯定，本集團在戰勝這些挑戰方面處於非
常有利的位置。

中國政府擴大醫療覆蓋面及醫療開支雙位數字的增長將繼續推動需求及引導製藥
業的增長。本集團現有五大主要產品預計將受益於市場擴展，保持快速增長速度。
本集團的銷售及市場推廣組織的運營效率及效益的持續改善將進一步提高其產品
在市場上的競爭力、擴大其市場佔有率及提高盈利能力。

近期推出的兩種新引進產品－治療急性冠狀動脈綜合症之Brio PTCA氣囊及支架及
治療胃潰瘍之《蓋世龍》®，已參與若干招標。其貢獻於未來幾個季度將逐漸顯現。
加上新近獲批准的產品《Hyalofemme》®，這些新產品將作為增長的催化劑，並為本
集團產品在市場上產生提振作用。幾種新產品亦預計將在二零一二年獲得批准，
令本集團得到更好裝備，以在市場上競爭。

JX-594及《Declotana》®第二階段研究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之患者登記計劃將是本集
團之一個重要里程碑。此努力可能具革命性，並可提升本集團至一個新的競爭領
域，為本集團的長期增長鋪平道路。

勤奮的員工加上管理層的準備，讓我們有信心能夠戰勝挑戰，並繼續為我們的股
東帶來豐厚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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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審核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399,685 255,810

銷售成本  (107,852) (77,320)
   

毛利  291,833 178,490

其他收益  5,881 5,536

視為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 234

視為出售聯營公司之收益  6,441 –

銷售及分銷費用  (156,437) (79,193)

研發費用  (11,835) (5,590)

行政費用  (37,090) (29,299)
   

經營溢利  98,793 70,178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273) (1,159)

財務費用  (768) (1,058)
   

除稅前溢利  97,752 67,961

稅項 4 (13,728) (10,039)
   

本年度溢利  84,024 57,922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東  83,906 58,026

 非控股權益  118 (104)
   

  84,024 57,922
   

股息 5 19,728 13,825
   

  港仙 港仙
每股盈利
基本 6 17.90 12.80
   

攤薄 6 17.53 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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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審核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溢利 84,024 57,922

其他全面收益：
於換算下列項目時產生之匯兌差額：
 －海外附屬公司之財務報表 4,613 2,832

 －重估海外樓宇 162 129

分佔聯營公司之其他全面收益 – 5,855

變現分佔聯營公司之其他儲備 (5,855) –
  

本年度其他全面（開支）收益，扣除稅項 (1,080) 8,816
  

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82,944 66,738
  

下列人士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股東 82,811 66,834

 非控股權益 133 (96)
  

 82,944 66,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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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審核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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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303 26,880

 無形資產  87,297 64,792

 土地租賃費用  7,514 1,235

 商譽  3,900 3,900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 8,536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8,165 –
   

  154,179 105,343
   

流動資產
 土地租賃費用  164 34

 存貨  35,004 23,171

 應收貿易賬款 7 58,342 41,065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25,890 19,996

 已抵押銀行存款  2,003 2,000

 定期存款  40,896 54,517

 現金及銀行結餘  93,598 65,587
   

  255,897 206,370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8 9,105 473

 應付票據  – 1,402

 其他應付款項  46,866 38,340

 衍生財務工具  136 –

 銀行借款  17,160 17,756

 融資租約承擔  522 140

 應付稅項  9,708 2,910
   

  83,497 61,021
   

流動資產淨值  172,400 145,349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326,579 250,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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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3,489 23,292

 儲備  288,425 217,772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311,914 241,064

 非控股權益  417 284
   

總權益  312,331 241,348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3,379 8,984

 融資租約承擔  869 360
   

  14,248 9,344
   

  326,579 250,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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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審核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本公司股東應佔
 

    以股份
    支付之      非控股
 股本 股份溢價 合併差額 酬金儲備 其他儲備 重估儲備 匯兌儲備 保留溢利 小計 權益應佔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23,292 103,143 9,200 1,969 5,855 3,818 5,774 88,013 241,064 284 241,348

僱員購股權福利 – – – 1,204 – – – – 1,204 – 1,204

行使購股權 197 2,390 – (733) – – – – 1,854 – 1,854

本年度溢利 – – – – – – – 83,906 83,906 118 84,024

本年度其他全面開支 – – – – (5,855) 162 4,598 – (1,095) 15 (1,080)
           

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 – – – (5,855) 162 4,598 83,906 82,811 133 82,944

已付二零一零年末期股息 – – – – – – – (9,384) (9,384) – (9,384)

已付二零一一年中期股息 – – – – – – – (5,635) (5,635) – (5,635)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3,489 105,533 9,200 2,440 – 3,980 10,372 156,900 311,914 417 312,331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22,506 63,491 9,200 1,190 – 3,689 2,950 41,704 144,730 – 144,730

僱員購股權福利 – – – 850 – – – – 850 – 850

行使購股權 36 237 – (71) – – – – 202 – 202

發行普通股 750 39,415 – – – – – – 40,165 – 40,165

非控股權益出資 – – – – – – – – – 380 380

本年度溢利 – – – – – – – 58,026 58,026 (104) 57,922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益 – – – – 5,855 129 2,824 – 8,808 8 8,816
           

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 – – – 5,855 129 2,824 58,026 66,834 (96) 66,738

已付二零零九年末期股息 – – – – – – – (7,209) (7,209) – (7,209)

已付二零一零年中期股息 – – – – – – – (4,508) (4,508) – (4,508)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3,292 103,143 9,200 1,969 5,855 3,818 5,774 88,013 241,064 284 241,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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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此等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此外，此等綜合財
務報表包括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規定之適用披露資料。

此等綜合財務報表是根據歷史成本慣例而編製，惟若干物業及財務工具乃按公平值計量。歷
史成本一般基於為交換資產而給予之代價之公平值。

此等綜合財務報表乃以港元呈列，而港元亦為本公司之功能貨幣。

2.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內，本集團已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下列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已影響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
呈列及披露。應用此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本集團本年度及以往年度之財
務表現及狀況產生任何重大影響，惟可能影響未來交易或安排之會計處理。

已應用而對綜合財務報表沒有產生重大影響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財務報表之呈列之修訂
（作為於二零一零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之一部分）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有關連人士披露（於二零零九年經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業務合併之修訂
應用並無對本集團本年度及以往年度之溢利或虧損產生任何重大影響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之修訂供股之分類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4號最低資金規定之預付款項之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9號以股本工具償還財務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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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之修訂 嚴重高通脹及剔除首次採納者的固定日期1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 披露－轉讓財務資產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 披露－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的互相抵銷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財務工具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強制生效日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  交易披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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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值計量2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 其他全面收益項目之呈列5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訂 遞延稅項：相關資產的收回4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 僱員福利2

 （於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獨立財務報表2

 （於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 投資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2

 （於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之修訂 財務資產與財務負債之相互抵銷6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露天礦場生產期的剝除成本2

 －詮釋第20號

1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6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分類資料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乃一項披露準則，規定經營分部須根據主要經營決策者定期審閱並
用以分配分部資源及評估其表現之有關本集團組成部份之內部報告劃分。

本集團之可報告及經營分部如下：

專利產品 － 製造及銷售自行研發的藥品
引進產品 － 買賣引進的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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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收入及業績

本集團之收益及業績按可呈報分部分析如下：

 專利產品 引進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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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營業額 199,876 148,726 199,809 107,084 399,685 255,810
      

分部業績 60,669 48,979 41,106 28,988 101,775 77,967

利息收入     390 164

視為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 234

視為出售聯營公司之收益     6,441 –

未分配開支     (9,813) (8,187)

經營溢利     98,793 70,178

融資成本     (768) (1,058)

分佔聯營公司
 業績前溢利     98,025 69,120

分佔聯營公司
 業績     (273) (1,159)

除稅前溢利     97,752 67,961

稅項     (13,728) (10,039)

本年度溢利     84,024 57,922

上文呈報之分部收入乃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年內並無分部間之交易（二零一零年：無）。
經營分類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之會計政策相同。分部業績指在未分配中央行政成本、利息收
入、融資成本、聯營公司業績，以及所得稅開支之情況，各分部所賺取之溢利。此為向主要
經營決策者進行匯報以作資源分配及評估表現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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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資產及負債

 專利產品 引進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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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資產 106,733 92,689 166,845 91,065 273,578 183,754

未分配資產     136,498 127,959

總資產     410,076 311,713

分部負債 28,275 34,801 46,383 23,670 74,658 58,471

未分配負債     23,087 11,894

總負債     97,745 70,365

為在分部間監控分部表現及分配資源：

• 所有資產乃分配至可報告分部（不包括於聯營公司之投資、已抵押銀行存款、定期存款
及現金及銀行結餘）。商譽乃分配至專利產品分部。可報告分部所共同使用之資產乃按
個別可報告分部所賺取之收入之基準予以分配；及

• 所有負債乃分配至可報告分部（不包括應付稅項及遞延稅項負債）。可報告分部共同承
擔之負債乃按分部資產之比例予以分配。

地區資料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集團逾90%之營業額乃源自於
中國經營之業務，故並無呈列按營業額劃分之地區分類資料。本集團於本年度按地區市場劃
分之分類資產及負債如下：

 中國 香港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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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資產 167,597 143,814 242,479 167,899 410,076 311,713

分類負債 36,809 40,321 60,936 30,044 97,745 70,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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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稅項
 本集團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現時稅項
 香港 5,493 1,368

 中國企業所得稅 4,008 3,945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 (14)
  

 9,501 5,299

遞延稅項
 本年度撥備 4,227 4,740
  

 13,728 10,039
  

香港利得稅於兩個年度按估計應課稅溢利之16.5%計算。

中國附屬公司須按15%至25%（二零一零年：15%）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

5. 股息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付中期股息－每股0.012港元
 （二零一零年：0.01港元） 5,635 4,508

建議末期股息－每股0.03港元
 （二零一零年：0.02港元） 14,093 9,317
  

 19,728 13,825
  

董事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0.03港元（二零一零年：0.02港元），須待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
批准。該建議股息不作為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綜合財務狀況表內之應付股息入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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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下列資料計算：

 本集團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而言之
 股東應佔溢利淨額 83,906,000港元 58,026,000港元
  

股份數目：
就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而言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68,729,725 453,409,615

普通股份潛在攤薄影響：
 購股權 9,900,651 13,311,095
  

就計算每股攤薄盈利而言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78,630,376 466,720,710
  

7. 應收貿易賬款
貨品銷售之信貸期為30至120日。就所有超過365日之應收款項而言，本集團已確認100%呆賬
撥備，原因為按過往經驗，逾期超過365日之應收款項無法收回。就逾期超過180日之應收貿易
賬款而言，呆賬撥備乃根據估計不可收回款項撥備，而估計不可收回款項乃參考對方之過往
違約經歷及對方現時財務狀況之分析釐定。本集團應收貿易賬款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之公平值約等於相應賬面值。

於本年度末，應收貿易賬款當中13,540,581港元（二零一零年：5,948,412港元）乃應收自本集
團最大客戶珠海市利晨醫藥有限公司。並無其他客戶佔應收貿易賬款總結餘23%以上。

以下為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應收貿易賬款的賬齡分析：

 本集團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 – 90日 53,493 39,642

91 – 180日 3,837 1,133

181 – 365日 2,024 580

365日以上及三年以下 1,018 360
  

 60,372 41,715

減：呆壞賬撥備 (2,030) (650)
  

 58,342 41,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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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所披露之應收貿易款項包括於申報期間結束時逾期之款項。

呆壞賬撥備變動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年初之結餘 650 441

匯率調整 15 7

呆壞賬撥備 1,365 202
  

於年終之結餘 2,030 650
  

8. 應付貿易賬款
本集團應付貿易賬款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公平值約等於相應賬面值。

以下為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應付貿易賬款的賬齡分析：

 本集團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 – 90日 9,057 357

91 – 180日 1 45

181 – 365日 24 71

365日以上 23 –
  

 9,105 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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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向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四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
東派發末期股息每股0.03港元（二零一零年：0.02港元）。末期股息一經股東批准，
將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十四日或前後派發。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十日（星期四）舉行股東週年大會。本公司將由二零一二
年五月八日（星期二）至二零一二年五月十日（星期四），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
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以釐定有權出席大會並於大會上投票之股東。為確保有
資格出席上述大會並投票，請將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七
日下午四時半前送達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616室。

本公司將由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星期二）至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四日（星期
四），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以釐定有權享有截至二零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建議末期股息。為確保有資格享有收取截至二零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建議末期股息，請將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
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一日下午四時半前送達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
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室。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二零一零年：
無）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業績已經審核委員會審閱，
審核委員會認為該等業績之編製符合適用會計準則及規定，並已作出足夠披露。

企業管治常規

除偏離主板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第B.1條外，本集
團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整個財政年度一直遵守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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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守則的守則條文第B.1條，本公司須成立薪酬委員會以便就所有董事及高級管
理人員酬金的政策及架構向董事會提出推薦意見。董事會認為，由於董事及高級
管理人員的酬金由董事會按本公司的公司組織章程細則釐定，故本公司無需成立
薪酬委員會。根據經修訂之上市規則之規定，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二年成立薪酬委
員會。詹華強博士乃委員會主席；李燁妮女士及陳友正博士乃委員會成員。

承董事會
李氏大藥廠控股有限公司

李小芳
主席

香港，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李小芳女士（本公司主席）、李燁妮女士及李小羿博士為執行
董事；Mauro Bove先生為非執行董事；陳友正博士、林日昌先生及詹華強博士為獨
立非執行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