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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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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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oomage BioTechnology Corporation Limited

華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編號：00963）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公佈

華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與附

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未經審核財務業績

連同二零一一年同期比較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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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4 143,843 115,818

銷售成本 (44,918) (28,423)
  

毛利 98,925 87,395

其他收入 5 3,261 2,483

分銷成本 (12,462) (7,549)

行政開支 (16,820) (11,455)

其他經營開支 (355) (1,160)
  

經營溢利 72,549 69,714

融資成本 6(a) (4,495) (4,448)
  

除稅前溢利 6 68,054 65,266

所得稅 7 (11,647) (12,306)
  

期內溢利 56,407 52,960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因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產生的匯兌差額 113 (751)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56,520 52,209
  

下列人士應佔溢利︰

　本公司權益股東 56,409 52,962

　非控股權益 (2) (2)
  

期內溢利 56,407 52,960
  

下列人士應佔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權益股東 56,526 52,209

　非控股權益 (6) —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56,520 52,209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人民幣元） 8 0.18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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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淨額 9 108,513 108,383

在建工程 13,097 6,672

無形資產 642 686

租賃預付款項 21,450 11,585
  

非流動資產總值 143,702 127,326
  

流動資產

存貨 34,554 30,416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63,067 35,644

可供出售投資 11 101,000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 86,077 188,810
  

流動資產總值 284,698 254,870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3 26,406 33,868

優先股的即期部分 14 9,158 8,480

應付所得稅 5,055 1,635
  

流動負債總額 40,619 43,983
  

流動資產淨值 244,079 210,887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387,781 338,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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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收入 2,255 1,755

遞延稅項負債 547 547

優先股 14 41,018 45,681
  

非流動負債總額 43,820 47,983
  

資產淨值 343,961 290,230
  

股本及儲備

股本 2,801 2,801

儲備 341,078 287,341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總權益 343,879 290,142

非控股權益 82 88
  

權益總額 343,961 290,230
  

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三日獲董事會批准及授權刊發。



– 5 –

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法定儲備 其他儲備 外匯儲備 保留盈利 總計 非控股權益 權益總額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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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的結餘 2,801 50,187 18,166 21,210 (667) 132,172 223,869 — 223,869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權益變動：

期內溢利 — — — — — 52,962 52,962 (2) 52,960

其他全面收入 — — — — (753) — (753) 2 (751)
          

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 — — — (753) 52,962 52,209 — 52,209
          

非控股權益注資 — — — — — — — 85 85

撥至法定儲備 — — 6,175 — — (6,175) — — —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的股息 15(b) — — — — — (4,462) (4,462) — (4,462)
          

與本集團權益股東交易 — — 6,175 — — (10,637) (4,462) 85 (4,377)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及

 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的結餘 2,801 50,187 24,341 21,210 (1,420) 174,497 271,616 85 271,701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的權益變動：

期內溢利 — — — — — 19,666 19,666 (1) 19,665

其他全面收入 — — — — (1,140) — (1,140) 4 (1,136)
          

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 — — — (1,140) 19,666 18,526 3 18,529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結餘 2,801 50,187 24,341 21,210 (2,560) 194,163 290,142 88 290,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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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續）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法定儲備 其他儲備 外匯儲備 保留盈利 總計 非控股權益 權益總額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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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的結餘 2,801 50,187 24,341 21,210 (2,560) 194,163 290,142 88 290,230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權益變動：

期內溢利 — — — — — 56,409 56,409 (2) 56,407

其他全面收入 — — — — 117 — 117 (4) 113
          

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 — — — 117 56,409 56,526 (6) 56,520

          

撥至法定儲備 — — 9,109 — — (9,109) — — —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的股息 15(b) — — — — — (2,789) (2,789) — (2,789)
          

與本集團權益股東交易 — — 9,109 — — (11,898) (2,789) — (2,789)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的結餘 2,801 50,187 33,450 21,210 (2,443) 238,674 343,879 82 343,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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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華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為投資控股公司，其主要附

屬公司華熙福瑞達生物醫藥有限公司（前稱「山東福瑞達生物醫藥有限公司」）（「福瑞達生物醫

藥」）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成立，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生化產品。

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三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第22章（一九六一年第3號法例，經綜合及修

訂）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一家獲豁免有限公司。

2 編製基準

中期財務報告已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包

括遵守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之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並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三日獲授權刊發。

中期財務報告已根據二零一一年年度財務報表採納之相同會計政策編製，惟預期將於二零一二年

年度財務報表反映之會計政策變動則除外。該等會計政策之變動詳情載於附註3。

編製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之中期財務報告要求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而有關判

斷、估計及假設會影響政策之應用及年初至今之資產與負債、收入及支出之呈報金額。實際結果

可能與該等估計有所出入。

中期財務報告包含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節選詮釋附註。附註包括對了解本集團自刊發二零一一年

年度財務報表以來之財務狀況及表現之變動而言屬重大之事項及交易之詮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

報表及其附註並無包括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編製完整財務報表所需全部資料。

中期財務報告未經審核，惟已由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工作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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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財務報告所載與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有關之財務資料，作為過往已呈

報資料並非本公司該財政年度之法定財務報表一部分，惟摘錄自該等財務報表。截至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法定財務報表可於本公司註冊辦事處查閱。核數師已在二零一二年三月

二十三日之報告中對該等財務報表發表無保留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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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計政策之變動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已頒佈於本集團及本公司之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多項

修訂。當中，與本集團財務報表相關之修訂列示如下：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金融工具︰披露－轉讓金融資產」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金融工具︰披露」之修訂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規定須於年度財務報表中載列有關並無終止確認之所有轉讓金融

資產及有關任何繼續涉及在報告日期存在之轉讓資產（無論何時進行相關轉讓交易）之若干披露。

然而，實體毋須就採納首年度之比較期間提供披露。本集團於過往期間或本期間並無任何須根據

修訂於本會計期間披露之重大金融資產轉讓。

 本集團並無應用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任何新準則或詮釋。

4 營業額及分部報告

(a) 營業額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生產及銷售生化產品。

營業額是指已售貨品的銷售價值（扣除增值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透明質酸（「HA」）產品 143,432 115,608

肝素產品 — 19

其他 411 191
  

143,843 115,818
  

(b) 分部報告

中期財務報告所披露的分部資料乃按與本集團最高執行管理層評估分部表現及分配分部間

資源所用的資料一致的方式編製。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呈列兩個報告分部：本地客戶及海外客戶，

兩個分部業務均為生產及銷售生化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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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報告分部呈列資料時，分部收益根據客戶地理位置而定。報告分部溢利乃按「毛利」扣除

產生的運輸費用計算。本集團的資產及負債絕大部分位於中國境內，因此並無呈列分部資

產、負債及資本開支的資料。

下文載述期內就資源分配及評估分部表現而向本集團最高執行管理層提供有關本集團報告

分部的資料，以及報告分部收益與溢利或虧損對賬資料。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地 海外 合計
   

亞洲 美洲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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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額 97,685 22,173 18,755 5,230 143,843
     

分部業績 71,715 13,024 9,873 2,747 97,359

未分配收入及開支 (24,810)
 

經營溢利 72,549

融資成本 (4,495)

所得稅 (11,647)
 

期內溢利 56,407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地 海外 合計
   

亞洲 美洲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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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額 70,718 17,308 10,597 17,195 115,818
     

分部業績 57,858 11,744 5,983 10,804 86,389

未分配收入及開支 (16,675)
 

經營溢利 69,714

融資成本 (4,448)

所得稅 (12,306)
 

期內溢利 52,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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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政府補助金 (a) 68 735

銀行存款的利息收入 239 304

可供出售投資的利息收入 1,357 —

租金收入 1,179 1,213

其他 418 231
  

3,261 2,483
  

(a) 政府補助金

補助金指福瑞達生物醫藥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就本集團發展出口業務收取

的獎勵人民幣68,000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就HA產品的研發技術成就

收取的獎勵人民幣735,000元）。

收取該等政府補助金並無未履行的條件及其他或然事項。本集團並不保證未來可就其任何

研發及其他活動取得政府補助金。

6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經扣除╱（計入）以下內容後得出：

(a)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優先股股息（附註14） 4,495 4,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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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員工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11,166 9,675

向定額供款退休計劃供款 1,056 950
  

12,222 10,625
  

(c) 其他項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攤銷

 －無形資產 44 44

 －租賃預付款項 135 135

折舊 (i) 5,025 4,803

外匯（收益）╱虧損淨額 (80) 85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

 （收益）╱虧損淨額 (6) 6

有關租賃物業、廠房及設備的

 經營租賃費用 577 125

研發成本 (i) 3,495 2,904
  

(i)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研發成本包括有關員工成本及折舊人民幣

2,173,000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973,000元），該等金額亦

計入就各該等類別開支於附註6(b)或上文分開披露的各項費用總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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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

綜合全面收益表內的稅項指：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稅項－中國所得稅

 期內撥備 11,647 13,971

遞延稅項

 暫時差額的產生及撥回 — (1,665)
  

11,647 12,306
  

(i) 中國所得稅撥備乃按本集團於中國成立的附屬公司（「中國附屬公司」）應課稅溢利 25%的法

定稅率計算。

 根據山東省科學技術廳、山東省財政廳、山東省國家稅務局及山東省地方稅務局於二零

一一年十月三十一日發出的通知 [魯科高字 (2011)206號 ]，福瑞達生物醫藥符合所得稅法

的若干條件並獲授高新技術企業資格。福瑞達生物醫藥因而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至二零

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三年度享受 10%的中國所得稅減免。因此，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福瑞達生物醫藥的適用中國所得稅稅率為 15%（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15%）。

(ii) 根據中國所得稅法，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在中國境內未設立營業機構、場所，或雖

設立營業機構、場所但相關收入與其在中國所設營業機構、場所並無實際聯繫的非居民企

業，須就多項被動收入（包括源自中國的股息）按10%的稅率繳納中國所得稅（「預扣稅」）。

 根據內地與香港避免雙重徵稅安排及有關規例，倘香港公司「實益擁有」及直接持有中國公

司25%或以上股權，則可就源自中國的股息收入按5%的稅率繳納預扣稅。

 濟南市國家稅務局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八日批准，勤信有限公司（「勤信」，一家香港公司）

作為福瑞達生物醫藥權益持有人，須就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八日後所收取福瑞達生物醫藥股

息按5%的稅率繳稅。勤信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八日期間所收取股息

的適用稅率為10%。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就福瑞達生物醫藥賺取的溢利計提預扣

稅（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73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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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與福瑞達生物醫藥的未分派溢利有關的暫時差額為人民幣

99,599,000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47,726,000元）。遞延稅項負債人民幣

4,980,000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1,839,000元）尚未就分派該等保留溢利應

付的稅項予以確認，乃因本公司控制福瑞達生物醫藥的股息政策，且認為有關溢利未必會

於可見將來分派。

(iii) 由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須繳納香港利得稅的應課稅溢利（截至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故本集團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8 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溢利人民幣

56,409,000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52,962,000元）及本公司於中期已發

行312,000,000股普通股（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12,000,000股普通股）計算。

於列報期內概無攤薄潛在普通股，因此，每股攤薄盈利按照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的基準計算。

9 物業、廠房及設備淨額

(a) 收購及出售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成本為人民幣

622,000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372,000元），截至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所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賬面淨值為人民幣17,000元（截至二零

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9,000元）。

(b) 從在建工程轉入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完工並轉入物業、廠房及設備的在建工程成本為

人民幣4,550,000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

(c)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尚未取得賬面淨值總額為人民幣 402,000元（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419,000元）的若干物業的產權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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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包含在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的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 54,160 16,170

逾期1至3個月 1,817 10,312

逾期3至6個月 430 5,039

逾期6個月至一年 10 102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56,417 31,623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4,839 3,388

其他應收關聯人士款項 1,811 633
  

63,067 35,644
  

應收賬款的信貸期一般為30至90日。

11 可供出售投資

可供出售投資指本集團購買的短期保本理財產品，主要投資於在中國的銀行間債券市場買賣的債

券。

1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及手頭現金 86,077 188,810
  

本集團所有的銀行結存均存於中國或香港的銀行。人民幣並非可自由兌換的貨幣，而在國內匯出

資金須受限於中國政府實施的外匯管制。



– 15 –

13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以下人士賬款：

 －關聯人士 6,907 4,518

 －第三方 5,732 10,878
  

12,639 15,396

興建廠房及購買設備相關的應付款項 4,573 5,238

預收款項 133 1,973

應付增值稅 1,476 142

應付關聯人士其他款項 470 295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7,115 10,824
  

26,406 33,868
  

應付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一個月內或應要求時償還 12,639 15,396
  

14 優先股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一月一日 54,161 53,044

期內股息（附註6(a)） 4,495 4,448

派付優先股股息 (8,480) (7,853)
  

50,176 49,639

減：優先股即期部分 (9,158) (8,480)
  

於六月三十日 41,018 4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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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應付優先股持有人款項

應付福瑞達生物醫藥優先股持有人款項的現值償付情況列示如下：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一年內 9,158 8,480

一年後但於五年內 25,972 31,366

五年後 15,046 14,315
  

50,176 54,161
  

15 股息

(a) 應付權益股東的中期股息

並無宣派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零）。

(b) 於本中期批准及支付的應付本公司權益股東上一財政年度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中期已批准及已付的二零一一年

 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1港仙

 （二零一零年末期股息：

 每股普通股1.7港仙） 2,789 4,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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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承擔

(a) 於中期財務報告尚未撥備且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尚未履行之資本承擔：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授權及已訂約 7,739 9,117

已授權但未訂約 (i) 36,800 1,100
  

44,539 10,217
  

(i)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的金額指有關收購中國濟南市土地使用權而仍未繳付的承擔。

總代價為人民幣46,800,000元，本公司已支付人民幣 10,000,000元（列入「租賃預付款

項」）作為保證金，並用於支付部分代價。

(b)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不可撤銷經營租賃的日後最低應付租賃款項總額如下︰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一年內 1,924 —

於一年後但於五年內 1,154 —
  

3,078 —
  

本集團根據經營租賃租用若干物業及機動車輛。此類租賃通常初步為期一至三年，續租時

會重議所有條款。概無租賃包括或有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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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重大關聯方交易

本集團租出部份樓宇及廠房予福瑞達生物醫藥的優先股持有人山東福瑞達醫藥集團公司（「SFP」）

及其附屬公司。關聯方交易及結餘方面，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賺取的租

金收入金額為人民幣 1,178,000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1,178,000元），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的應收結餘為人民幣1,811,000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633,000元）。

本集團向SFP的附屬公司山東福瑞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購入原材料。關聯方交易及結餘方面，本

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採購額為人民幣 22,082,000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9,820,000元），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的應付結餘為人民幣6,907,000

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4,518,000元）。

本集團就租賃本公司權益股東的附屬公司北京華熙中環物業管理有限公司（「BBC」）之若干租賃

物業簽訂兩年期協議。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租金費用為人民幣452,000

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的相關應付結餘為人民幣

151,000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零）。

本集團與本集團全資附屬公司北京華熙海御科技有限公司（前稱「北京華熙海御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的附屬公司北京兆豐興業投資顧問有限公司（「北京兆豐」）簽訂一年期合同，獲北京兆

豐提供諮詢服務。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諮詢服務費為人民幣270,000

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應付北京兆豐的相關費用

為人民幣180,000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零）。

本公司董事認為，上述關聯方交易乃於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

18 結算日後事項

於結算日至中期財務報告日期間並無發生須披露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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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概覽

華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本集團」））為投資控股公

司。其主要經營附屬公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透明質酸（「HA」）製造商，主要

從事開發、製造及銷售各種HA產品。HA乃可在人體和動物多種組織中發現的自然

存在物質，一般存在於關節、眼球玻璃體、皮膚、臍帶及雞冠中。HA為親水性（鎖

水）分子，HA如外用對皮膚及眼睛具豐富濕潤作用。HA另一主要特性為黏彈性，其

可在人體及動物體內形成保護膜，以保持濕潤，耐摩擦及壓縮，並潤滑體內組織。

鑑於HA擁有保濕、潤滑及黏彈性的特質，其在醫藥、美容及保健產品中被廣泛用

作原料╱輔料。本集團目前以生產銷售各類HA原料為主，並積極開發拓展HA終端

產品。本集團的HA原料產品一般可分類為：注射液級HA、滴眼液級HA、美容級

HA、食品級HA及寡聚HA五個級別；在終端產品方面，本集團已成功開發出醫用

HA凝膠（眼科用）、注射用修飾HA凝膠等終端產品。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營業額為人民幣 143,843,000元，

與二零一一年同期之人民幣 115,818,000元相比，增長了 24.2%。實現毛利人民幣

98,925,000元，比二零一一年同期人民幣 87,395,000元增長了13.2%，截至二零一二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實現利潤人民幣56,407,000元，與二零一一年同期人民幣

52,960,000元相比增長了6.5%。淨利增長放緩主要是受到原材料產品的產能增加及

推出新終端產品而分別導致直接成本及市場推廣開支上升的短期影響。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期間，整個市場環境喜憂參半，一方面，歐債危機引發全球經濟

持續低迷，加之行業競爭的加劇，給本集團的產品價格和業績增量方面帶來很大壓

力；另一方面，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HA在全球市場的美容品、保健食品及醫藥等

領域的應用越來越廣泛，也被越來越多的人所熟識。本集團採取積極有效的應對策

略，通過產品創新、產品細分和服務提升等，在保證原有市場的基礎上，在新、老

客戶中拓展HA新產品、新領域的應用，使得國內外銷量有效提升。二零一二年上半

年，本集團各項認證、產品註冊進展順利。為籌備終端產品上市，本集團積極開展

人才儲備和市場策劃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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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推廣和市場拓展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本集團更加強化了展會的宣傳拓展功能，通過特裝佈置、擴大

展台面積，統一形象識別等手段，強化本集團在HA領域的領先地位和高端品牌形

象，同時，隨著新品納諾HA的推出，加強了海內外媒體、廣告的投放力度，銷售

方面通過提高客戶拜訪頻次、招攬高端客戶到廠實地審核，以維持和客戶緊密的聯

繫。由於有效實施其品牌推廣及市場推廣策略，本集團國內國外的銷售額均穩步提

高，與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相比，其產品總銷售額提高了 24.2%。其中，國內銷售額增

加38.1%，出口銷售額增加2.4%。

加強研發及產品擴展

研發一直是本集團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本集團在保持HA行業的先進技術標準、

不斷改善現有產品質素及提高生產效率的同時，亦加大研發力度，開發HA在新領域

的應用，HA原料新產品及HA終端產品。

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本集團在資質認證方面取得了顯著進展。HA原料取得了中國

藥品生產質量管理規範（「GMP」）證書，並通過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的

現場檢查。GMP證書的取得進一步提高了本集團的HA原料在中國醫藥行業的領導

地位。HA終端產品方面，新產品注射用修飾HA凝膠（擬使用註冊商標「潤 •百顏」，

下稱「潤 •百顏」）已順利完成在中國的註冊，成為第一支國產交聯HA美容注射產品。

業務前景

董事會預期二零一二年下半年的市場情況仍然充滿挑戰和機遇。

HA原料方面，本集團將繼續增加對新生產技術的研發與設備改造投資，加強原料新

產品寡聚HA及納諾HA的推廣力度，拓展在更多HA應用領域的新客戶，尋找、鞏

固新的業績增長點。現有原料產品的產能增加將可加強本集團於業內爭取更多市場

份額的競爭力。



– 21 –

HA終端產品方面，鑒於潤 •百顏產品國內資質的取得，本集團將加快銷售及市場服

務團隊等的建設與完善，通過各種直接有效的行銷手段，積極推進潤 •百顏的全面上

市。同時，為豐富終端產品序列，本集團還將加快推進系列功效的美容注射產品及

應用於醫療領域的其他產品的研製和註冊進程。隨著不斷開發及推出新終端產品，

本集團的產品銷售組合更多元化，有助維持長期持續增長。

董事會相信於本年度下半年，本集團仍將保持穩定增長及增加股東回報。為配合未

來預期發展，本集團已通過在中國濟南市籌建透明質酸產業園的計畫，並於二零

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成功競買相關土地（106,453平方米）使用權。本集團在中國收購

土地使用權的詳情載於本公司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的公告。此舉將提高HA原料

及終端產品的生產能力。預期擴展將配合集團業務規模擴大及多元化發展的需要，

從而實現本集團的綜合競爭力及整體經營業績的全面提高。

財務回顧

營業額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營業額為人民幣143,843,000元，較二

零一一年同期增加24.2%。營業額增長主要歸因於美容級及注射液級產品的銷量增

加。本集團營業額按產品分類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注射液級 27,652 19.2 12,553 10.8

滴眼液級 18,247 12.7 17,955 15.5

美容級 81,851 56.9 69,854 60.4

食品級 13,501 9.4 12,317 10.6

寡聚HA 2,181 1.5 2,929 2.5

其他 411 0.3 210 0.2
    

總計 143,843 100.0 115,818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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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成本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銷售成本約為人民幣 44,918,000元，較二零

一一年同期約人民幣28,423,000元增加約58.0%，主要是由於銷量上升。

毛利率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毛利率由二零一一年同期的75.5%降至

68.8%，主要是由於遵循本集團市場推廣策略而降低單位售價。

其他收入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其他收入為人民幣 3,261,000元，較二

零一一年同期增加人民幣778,000元。其他收入增加主要是由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可供出售投資的利息收入人民幣 1,357,000元所致，而二零一一年同

期並無該類收入。

分銷成本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分銷成本為人民幣12,462,000元，較二

零一一年同期約人民幣7,549,000元增加約65.1%。有關增加是由於本集團增加市場

推廣及促銷活動所致。

行政開支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行政開支約為人民幣16,820,000元，較

二零一一年同期約人民幣11,455,000元增加約46.8%。行政開支增加主要由於加薪及

增聘員工令員工成本增加以及與業務開發相關的各項行政開支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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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經營開支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其他經營開支約為人民幣355,000元，
較二零一一年同期約人民幣1,160,000元減少約69.4%。其他經營開支減少主要是由
於匯兌虧損減少所致。

融資成本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融資成本約為人民幣 4,495,000元，較
二零一一年同期約人民幣4,448,000元增加約1.1%。本集團的融資成本為優先股股
息。

期內溢利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溢利約為人民幣56,407,000元，較二零
一一年同期約人民幣52,960,000元增加約 6.5%。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約為人民幣 284,698,000元（二零一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254,870,000元），流動負債約為人民幣 40,619,000元（二
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43,983,000元）。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
團的流動比率約為700.9%（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79.5%）。流動比率上升主
要是由於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以及可供出售投資增加所致。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人民幣86,077,000元（二
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88,810,000元），而總負債約為人民幣84,439,000

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91,966,000元）。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以總負債除以總資產計算）為
19.7%（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4.1%）。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約為人民幣30,293,000

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35,633,000元）。截至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投資活動的現金流出淨額約為人民幣 121,902,000元（截至二
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8,107,000元）。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融資活動的現金流出淨額約為人民幣11,275,000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2,230,000元）。

董事會認為，本集團的財務狀況穩健，擁有足夠資源支持運作及應付可預見的資本
開支。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銀行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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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及或然負債

本集團的銷售主要以人民幣、美元及日元進行，大部分以人民幣為單位。儘管本集
團可能須承受外匯風險，但董事會預期外幣波幅不會於日後嚴重影響本集團的運
作。本集團於回顧期間並無採納正式對沖政策，亦無應用任何外幣對沖工具。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或然負債。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本承擔為人民幣 44,539,000元（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0,217,000元）。

僱員資料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聘用322名（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90名）
僱員，其中大部分派駐於中國。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酬金總額為
人民幣 12,222,000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10,625,000元）。
本集團為其僱員採納具競爭力之薪酬組合，晉升及加薪機會按表現相關基準評估，
員工亦可按其個別表現獲授購股權。

資產抵押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資產押記（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無）。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
聯營公司的事項。

購股權計劃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概無根據購股權計劃（「計劃」）行使、
廢除、註銷或授出任何購股權。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概無計劃所涉尚未行使之
購股權。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宣派或派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截至二零
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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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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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一直遵守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

則」）的所有守則條文。守則經修訂，自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起生效（「經修訂守

則」）。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一直遵守經修

訂守則所載所有守則條文，守則條文A.6.7除外，因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之一因其他

事務未能出席2012年5月18日的股東週年大會。經修訂守則條文A6.7規定獨立非執

行董事及非執行董事須出席本公司的股東大會。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是審閱及監察本集團的財務申報及內

部監控程序。審核委員會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秦斌先生、詹莉莉女士

及金雪坤先生。秦斌先生擁有豐富的財務管理經驗及相關專業知識，擔任審核委員

會主席。

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的主要職責是就董事及管理層委任及董事會輪

替向董事會提供建議及確保獲提名擔任董事的人選為經驗豐富及才能卓越的人士。

提名委員會包括執行董事劉愛華女士及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張福平先生及金雪坤先

生。張福平先生為提名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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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的主要職責是定期就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的全體

薪酬政策及架構，及就設立正規而具透明度的程序制訂薪酬政策，向董事會提出建

議。薪酬委員會包括執行董事王愛華女士以及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金雪坤先生及秦

斌先生。金雪坤先生為薪酬委員會主席。

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

守則」）作為本身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本公司亦為相關僱員採納標準

守則。

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此外，本公司並不知悉相關僱員有任何違反標準守則的事件。

審閱財務資料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

財務報表。審核委員會亦已審閱本公佈，確認其準確完整及符合上市規則之規定。

刊發中期報告

中期報告將適時寄發予股東並於本公司網站（www.bloomagebio-tech.com）及聯交所

網站 (www.hkexnews.hk)刊登。

承董事會命

華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主席

趙燕

香港，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趙燕女士、劉愛華女士及王愛華女士；非執行董事為郭珈均先生；以及獨

立非執行董事為詹莉莉女士、張福平先生、秦斌先生及金雪坤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