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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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
責任。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佈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華瀚生物製藥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提呈本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
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連同二零一一年同期之比較數字
及下文所載有關說明附註。本期間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未經審核，但已
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1,026,297 895,281

銷售成本 (278,707) (247,497)
  

毛利 747,590 647,784

其他收入及收益 13,006 8,839
銷售及分銷開支 (445,361) (356,566)
行政開支 (38,590) (46,377)
以股份為基礎支付之款項 (29,400) (22,650)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之收益 19,534 –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之溢利 – 20,643
融資成本 5 (1,293) (1,155)

  

除稅前溢利 265,486 250,518
稅項 6 (50,245) (50,662)

  

本期間溢利 7 215,241 199,856
  

股息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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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間溢利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205,516 170,519

非控股權益 9,725 29,337
  

215,241 199,856
  

每股盈利 9
基本 8.5港仙 8.5港仙

  

攤薄 8.1港仙 8.2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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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間溢利 215,241 199,856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49,965 66,046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之其他全面收益 – 12,522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265,206 278,424
  

全面收益總額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248,532 246,972
非控股權益 16,674 31,452

  

265,206 278,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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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19,393 322,281
預付租賃款項 29,503 29,707
無形資產 175,636 192,711
遞延開支 98,723 97,051
可供出售投資 – 270,451
商譽 110,273 110,273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79,265 179,059
按金 443,783 436,265
遞延稅項資產 4,894 4,816

  

1,361,470 1,642,614
  

流動資產
存貨 76,754 42,543
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10 618,654 442,723
其他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64,766 174,552
可收回稅項 – 6,634
銀行結餘及現金 2,671,218 2,095,315

  

3,431,392 2,761,767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款 11 48,602 41,639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41,649 104,463
融資租賃承擔 83 83
銀行借貸 32,195 31,650
應付稅項 88,943 54,768
應付股息 208,113 –

  

419,585 232,603
  

流動資產淨值 3,011,807 2,529,16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373,277 4,171,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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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股本及儲備
股本 247,753 241,033
儲備 3,845,645 3,665,43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4,093,398 3,906,467
非控股權益 199,877 183,203

  

權益總額 4,293,275 4,089,670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承擔 79 120
遞延稅項負債 60,034 59,992
遞延收入 19,889 21,996

  

80,002 82,108
  

4,373,277 4,171,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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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會計政策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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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編製。編製中期財務報表時
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
報表所採用者相同，惟於本期間首次採納下文附註2所披露之若干新增及經修訂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亦包括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除外。此中期財務報表
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二零一二年全年財務報表一併閱覽。

2. 應用新增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下列若干於本集團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之新
增及經修訂準則、準則之修訂及詮釋（「新增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其他全面收益項目之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 — 收回相關資產

採納新增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本集團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造成重大影響。

若干與本集團業務相關之新準則以及對現有準則之修訂及詮釋已經公佈，並於二零一三
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本集團會計期間或較後期間須予強制採納。本集團並無於本期
間提早採納該等準則、修訂及詮釋。本集團已開始評估其影響，惟尚未能確定其會否對
本集團本期間之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3. 營業額

營業額指本期間製造、銷售及買賣醫藥產品所收及應收之金額。以下為本集團營業額分析：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製造及銷售醫藥產品 1,011,390 748,481

買賣醫藥產品 14,907 146,800
  

1,026,297
（附註）

895,281

  

附註： 營業額指扣除回扣前銷售及買賣醫藥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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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類資料

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劃分之經營及可呈報分類如下：

醫藥產品 —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製造、銷售及買賣中西醫藥產品（主要包括婦科藥
品、生物醫藥及生物技術產品）。

分類收入、業績、資產及負債

本集團僅有單一產品種類，即醫藥產品。因此，概無呈列進一步分類資料。

地區資料

由於本集團之業務主要於中國進行以及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及非流動資產均在
中國，故並無呈列地區資料。本集團於其他國家之業務所涉及規模有限，不足以按地區
分類單獨呈列。

有關主要客戶之資料

相應期間之客戶收入佔本集團銷售總額10%以上者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A 275,841 156,872
  

5. 融資成本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以下各項之利息開支：
 — 須於五年內償還之銀行借貸 1,264 1,128

 — 融資租賃支出 29 27
  

已計入簡明綜合損益表之總借貸成本 1,293 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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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項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 本期間 50,245 50,662

  

由於兩個期間內於香港並無產生估計應課稅溢利，故並無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就香港
利得稅作出撥備。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自二零零八年一月
一日起，中國附屬公司之稅率為25%。

根據中國所得稅規則及規例，一間附屬公司貴陽德昌祥藥業有限公司（「德昌祥」）於二零
零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獲確認為高新技術企業，因此有權享有自二零零八年十一月
二十五日起計三年之優惠稅率15%。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德昌祥成功重續作為
高新技術企業之地位，因此有權再享有三年之優惠稅率15%。

根據中國所得稅規則及規例，一間外國投資附屬公司桂林華諾威基因藥業有限公司於二
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獲確認為高新技術企業，因此有權享有自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起計三年之優惠稅率15%。

根據中國法律及法規，本公司之一間中外合作附屬公司貴州泛特爾生物技術有限公司獲
免兩年所得稅，隨後三年減半，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根據英屬處女群島（「英屬處女群島」）法律及法規，本集團毋須繳納英屬處女群島之任何
所得稅。

7. 本期間溢利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間溢利乃經扣除及（計入）下列各項後得出：

攤銷無形資產 20,621 20,054

攤銷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824 735

已售存貨成本 278,707 247,497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19,215 18,490

以股份為基礎支付之款項 29,400 22,650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8,447 7,761

利息收入 (11,656) (8,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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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董事建議不派付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一年同期：
無）。

9.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溢利 205,516 170,519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421,045 2,005,256

購股權之具攤薄影響普通股之影響 103,287 80,544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524,332 2,08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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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本集團與其客戶之貿易條款主要以信貸形式進行，惟一般須預付款項之新客戶除外。信
貸期一般最多為180日，亦給予長期合作且具良好過往付款記錄之若干客戶延長至一年
之信貸期。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

於報告期末，已確認之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扣除減值虧損）按發票日期呈列之賬齡
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內 492,921 342,428

91日至180日 93,527 65,500

181日至365日 30,630 31,559

超過365日 1,576 3,236
  

618,654 442,723
  

11. 貿易應付賬款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付賬款按發票日期呈列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內 40,503 33,466

91日至180日 4,375 3,399

181日至365日 1,042 1,505

超過365日 2,682 3,269
  

48,602 41,639
  

購買貨品之平均信貸期介乎90日至180日之間。本集團已制定財務風險管理政策，以確保
於有關信貸期限內支付所有應付賬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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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本集團主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從事以婦科藥品為主的傳統中藥、生
物製藥和技術的研究、開發、生產及銷售業務。本集團於本年度憑藉中國廣
闊而發展迅速的醫藥市場，利用過往已形成的產品、技術、市場、人才、管理
等內部經營資源，繼續擴大市場份額，為股東創造更大回報。

市場回顧

於本期間內，中國醫藥行業繼續保持高增長。根據國家統計局資料：二零一二
年，中國醫藥行業實現銷售收入人民幣17,083億元，同比增長19.8%，增速符合
預期；該行業實現利潤人民幣1,732億元，同比增長19.8%；中國醫藥市場持續
擴容的驅動力在於：一是人口老齡化進程加快，癌症、心血管、糖尿病、神經
系統病變等以老年人為主體的疾病已經佔據發病率及相關治療費用的前列；
二是國家醫保體系覆蓋面漸趨完整，已逾13億人口，醫保費用也有所上升，如，
增加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和新農村合作醫療政府補貼金額，對大病報銷比例一
般可增加至90%；三是中國政府對公共衛生醫療投入持續加大，城市社區醫院、
縣級醫院特別是鄉鎮衛生院發展迅速，醫療條件大幅度改善；四是城鎮居民
的健康需求不斷提升而支付能力增強。

於本期間內，中國醫藥行業展現出一些新的特點：受國家「限抗令」的實施影響，
化學藥原料及製劑的生產規模和銷售出現較大下滑，中藥飲片及成藥發展較快，
市場佔有率已接近30%；產品、技術創新成為越來越多藥企的投入重點和發展
方向；在中國發生的毒膠囊事件使社會大眾對藥品品質和用藥安全的關注度
增強，藥品監管部門對此的監管力度大幅加強及監管標準大幅提升，監管範
圍基本覆蓋藥品生產的所有環節；《二零一零版國家藥品生產質量管理規範》
已開始實施，新版GMP認證的時限要求和固定資產投資加大，促使藥品生產
行業資源整合速度加快；國有企業規模迅速膨脹；外企加入使兼併重組加劇；
政府依然管控醫保藥品價格，但力度已有所放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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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抗生素使用國，濫用抗生素會對國民身體素質造成嚴重
影響，「限抗令」的出臺，對以化學藥原料及全身抗感染製劑產業打擊很大，客
觀上為中藥的發展騰出了空間，加上政策支持，中藥產業在近年增長非常迅猛。
由於仿製藥市場競爭激烈，毛利下滑，已有更多的中國藥企在新藥和新技術
領域加大投資，期望以此增強公司未來競爭能力，獲得市場優勝。涵蓋歐美
及世界衛生組織GMP基本要求的國家新版GMP認證標準在二零一一年推出後，
對藥品生產和品質控制提出更高的要求，在短期內因需大幅度增加技術改造
投資將對中小藥企造成一定衝擊，但長期看有利於提升醫藥行業的集中度、
推動醫藥產業升級和製劑的現代化、國際化。在政府支援和優勢資源條件下，
通過多輪兼併重組，數個國有醫藥企業已成為中國醫藥行業的「巨無霸」，市
場號召力、影響力大增。外資企業也在中國醫藥市場攻城掠地，謀求更大市
場份額的企圖十分明確。

於本期間內，「中國醫藥工業十二五規劃」已出臺，其核心內容是促進醫藥工
業轉型升級和快速發展，加快藥品創新（特別是生物技術藥物）的速度，其中，
神經退行性疾病藥物、基因工程蛋白質及多肽藥物、基因治療藥物和幹細胞
治療產品列入重點發展領域的第一項；同時，提升藥品品質安全水準，強化
企業品質主體責任，推動企業完善品質管制體系。

毋庸置疑，中國醫藥市場的大時代已經到來，那些具有超強的發展願景、緊
貼市場的發展戰略、獨特的產品和領先的技術、植根於全國藥品銷售終端的
行銷網路、有超強執行力的企業最終將獲得市場優勝，會成為由中國本土起步、
壯大，然後走向世界參與國際競爭的大藥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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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於本期間內，在中國醫藥市場進一步擴容、政府監管力度加強、市場競爭已
白熱化的背景下，本集團採取積極應對措施，使集團業績保持持續快速增長。
本期間內，本集團繼續圍繞既定的發展戰略，逐步形成以獨家醫保目錄（「醫
保目錄」）品種帶動處方藥銷售、獨家品牌品種帶動非處方（「OTC」）藥銷售的新
模式，在保持以婦科藥品為主的傳統中藥的穩步增長外，大力發展生物製藥
與技術，已形成支撐集團未來發展的新架構。同時，本集團嚴格遵循GMP生產
標準和流程，注重產品品質，確保產品品質。另外，本集團於科學化的預算支出，
嚴控採購及生產成本，提升營運管理服務水準的能力有助實現業務規模的擴張，
銷售收入、利潤大幅度增長，為集團進一步持續、健康、快速發展奠定了堅實
的基礎。

財政表現

於 本 期 間 內，本 集 團 錄 得 營 業 額 約1,026,300,000港 元（二 零 一 一 年 同 期：約
895,300,000港元），其中約703,700,000港元（佔本集團總營業額之68.6%）源自以婦
科藥品為主之傳統中藥產品，並較去年同期增加約28.3%，於本期間內，生物
藥品錄得約307,700,000港元之銷售額（佔本集團總營業額之30.0%），並較去年
同期增加約53.8%。本集團於本期間約14,900,000港元之營業額乃源自貿易業務。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205,5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
增加約20.52%。



– 14 –

市場表現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在處方藥方面，以「芪膠升白膠囊」、「止漱化痰丸」、「易孚」
及「易貝」四個醫保目錄獨家品種為核心產品，工作重心放在臨床學術帶動、
新病種及科室開發、醫生合理用藥上，形成醫院認同、醫生認可、患者放心使
用的良好勢頭，進一步強化獨家醫保目錄品種持續增量並帶動其它品種上量
的增長模式。「芪膠升白膠囊」及「止漱化痰丸」銷售收入分別為約205,300,000港
元及43,600,000港元，比去年同期增長率分別為約74.9%及24.2%；「易孚」及「易貝」
總銷售收入約為261,100,000港元，並較去年同期增加約39%；在非處方藥方面，
以「婦科再造丸」（含膠囊）為核心產品，工作重心放在管道及行銷團隊建設上，
同時，發掘該產品獨特的作用機理和療效，發揮品牌推廣效應，積極擴大品
牌知名度和產品銷售。「婦科再造丸」（含膠囊）銷售收入約209,600,000港元，並
較去年同期增長約 44.7%，穩居國內婦科調理類產品銷量前三位。「金紫肽」產
品推廣主要依託廣東、四川的美容院線展開，銷售收入約32,000,000港元，取得
不錯的開局。

研究與開發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繼續圍繞人胎盤和臍帶血等基礎原料展開研發工作，旨
在形成這些領域內的國際領先、完整、高端的產品和技術鏈。除取得「人神經
生長因子注射劑」在大生產環境下工藝優化等多項指標的突破外，在以胎盤
為原料的系列血液製品如胎盤血白蛋白、丙種球蛋白、凝血因子等產品生產
技術、工藝方面，本集團也取得一定的進展。繼續參與貴州省的「間充質幹細
胞專案」研究，並同中國科學院、深圳市北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北科生物」）
緊密合作，共同研發生物工程蛋白藥物及多肽產品、基因治療藥物、幹細胞
治療產品等。於本期間內，本集團共獲得中國國家專利7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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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設施建設及成本控制

於本期間內，生產設施建設方面：「人神經生長因子注射劑」產品已正式報送
中國食品藥品檢定院檢驗，在其檢驗報告下達後，該項目即可進入國家GMP
認證程式，爭取早日通過認證並投產。「幹細胞重點研究實驗室」、「臍帶血庫」
專案廠房已封頂，設備已陸續到位。「金紫肽」新生產車間改造已啟動。「人胎
盤血白蛋白」專案廠房已封頂，設備已預訂。集團辦公與檢測大樓已建成啟用。
集團貴陽高新區沙文生態園區藥品生產基地專案一期工程已開工。

成本控制方面：發掘潛力，精耕細作，盡全力控制不斷上漲的生產成本。本期
間內，集團繼續採取下列策略：大宗中藥材實行年度採購計劃，一次確定總
採購量和單價，對重要採購合同實行預付款制；大宗貨物採購一律實行招標；
在預算管理中，核定各部門和子公司人力資源成本並重點考核。這些舉措有
效減輕了成本上升對集團的壓力。

投資與合作

於本期間內，集團出售所持美即控股國際有限公司已發行股本的約10%，獲得
現金總流入約290,500,000港元。集團對美容品業務的投資獲得巨大回報。

集團與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合作生產「人胎盤血白蛋白」專案（含「人胎盤片」、
「人胎盤組織液注射劑」），現正在與中國生物技術集團洽談具體合作方案。

本集團與北科生物合作項目 —「貴州省幹細胞再生醫學產業化基地」，目前，
全功能幹細胞庫（含製備、儲存）已建成，正在進行 ISO9000認證。同時，雙方合
作「ACTL ™抗腫瘤靶向性細胞免疫治療技術」已開始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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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建設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繼續打造專業、勤勉、負責、富於創業熱情和創新精神的
團隊。集團管理層成員姚廠發先生於二零一二年底獲貴州省企業聯合會、企
業家協會頒發的「貴州省十大優秀企業文化建設領軍人物」稱號；集團旗下企
業貴陽德昌祥藥業有限公司獲貴州省藥監局、工商局、新聞辦等授予的「貴州
省自主創新品牌」；獲醫藥觀察家報頒發的「二零一二年度最具競爭力企業獎」。

前景展望

有關資料顯示，二零一一年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三大藥物市場，二零一八年會
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藥物市場。因此，分享中國醫藥市場高速成長的成果，
成為中國醫藥市場上具有獨特創新產品和技術、擁有完善的行銷網路和豐厚
的經營資源並極具競爭力的製藥集團是本集團持續努力的目標。

同時，生物製藥和技術產業在世界範圍內發展最為迅速，與傳統化學合成藥
物相比，生物製藥擁有更細緻的研究機理支持、更廣譜的治療範圍與治療優勢、
更寬闊的創新藥物設計空間與劑型改進空間、更快速的針對新發疾病的反應
速度、以及更重要的 — 行業性重新定價的機會。至二零二零年，生物藥品將
佔據整個藥品銷售三分之一以上。根據這一發展趨勢，中國於去年頒佈的「醫
藥工業十二五規劃」將生物醫藥和技術產業列為頭等發展的產業，在研發、技
術轉化、市場進入等方面都給予了非常優惠的政策支持。可以預見，生物醫
藥和技術產業發展的春天已經到來。

董事認為，在行業景氣持續向好和政策有利的背景下，在跨越式發展規劃指
導下，本集團繼續推進既定發展總體策略：整合內部資源體系，加快實施按
二零一零版國家GMP認證標準設計的新廠區建設；完善以醫保目錄獨家品種
為核心產品帶動處方藥整體增長的業務模式，穩定發展OTC產品市場；加大
投入，研發具有獨立智慧財產權的生物蛋白類新產品、胎盤類血液製品、幹
細胞產品，形成以創新產品和創新技術為基礎的集團持續競爭能力；繼續建
構能正向反映集團估值的市值管理體系，提升和保障股東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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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任務：

1. 以行銷為主導，進一步提高市場佔有率。處方藥行銷：繼續以「易孚」、「易貝」、
「芪膠升白膠囊」、「止嗽化痰丸」為主要品種，做足主要產品帶動其它產品
發展的功夫。加大醫生工作力度，使之成為更多醫生診療的主要處方。非
處方藥行銷：繼續打造「婦科再造丸（含膠囊）」為中國婦科寒症調理類知名
品牌，在鋪開全國性及重要區域的連鎖藥店體系市場的同時，以地面促銷
活動為主切實提高單店的銷售額。另外，以「金紫肽」產品兼具保健品與美
容品之特性，開闢極具空間和成長性的高檔次消費品市場，利用已有、成
熟美容院線、專業賣場連鎖體系，嫁接不同模式的行銷推廣組合，以其取
得市場的更大突破，實現預定目標。

2. 以國家新GMP標準為指引，重新規劃集團產業佈局，加快內部資源整合。
按照集團規劃，在貴陽沙文生態園區已動工的集團新廠區一期工程，將建
成在中國設備、工藝均屬先進的中成藥生產基地，新建膠囊、片劑、糖漿、
酊水、注射劑等七個劑型生產車間，連帶輔助用房共計14萬平方米，計劃
在二零一三年底建成，計劃總投資逾8億港元。同時，加快以人胎盤和臍
帶血為基礎原料的生物製品及技術生產基地建設，其中，「金紫肽」產品生
產線專案在二零一三年初投入運營，「全功能幹細胞庫」項目在二零一三
年三月投入運營，「人神經生長因子注射劑」在二零一三年通過GMP認證並
投入運營，「人胎盤血白蛋白」等胎盤類產品專案在二零一四年上半年建成，
生物類項目計劃完成總投資約6億港元。這些項目將充分利用政府給予的
優惠政策，按照國家新GMP標準及集團長遠發展計劃，注重產品品質，強
化責任人制度，嚴控原材料採購、加工、檢驗、儲運等所有環節，實現全員、
全過程、全方位參與品質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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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緊緊抓住當前新藥及技術創新的大好時機，加快發展新產品、新技術。根
據集團產品鏈規劃和市場需求，利用現有平臺，創造新型合作機制，在生
物工程蛋白藥物及多肽產品、基因治療藥物、幹細胞治療產品領域，與有
出色創新能力的國內及國際藥品研發機構展開多層次合作，並引進優秀
科學家壯大集團研發團隊，有效利用中國政府鼓勵創新基金無償、持續投
入，不斷推出產品和技術。同時，把控好研發投入節奏，細化投入與進度
安排，並引入風險控制機制和相關崗位設置，切實防範研發風險。

4. 根據香港資本市場特點，引入市值管理的理念和做法。定期安排管理層和
投資者會面，及時報告集團業績和主要工作情況，加強同投資者的溝通；
通過對集團戰略、產品、競爭力、成長性、財務規劃及成本、人力資源優勢
等元素的重新梳理，使集團價值體系更加完整、清晰，引導資本市場形成
對集團的準確估值，使集團市值隨集團發展而穩步上升。

5. 加快集團內部人力資源整合速度，因應集團傳統中藥、生物藥及技術、保
健品各個平臺的形成，打造在這些領域內在一流的研發、生產、市場銷售
和管理的團隊。根據集團業務發展特別是生物製藥產業發展的需求，加大
力度引進高層次技術、生產管理、市場銷售人才，同時不斷提升現有在崗
員工的專業素質。另外，優化激勵機制，激發集團員工的創業熱情，形成
集團的更具執行力、創新性、向上、包容的企業文化。

6. 在積極拓展中國市場的同時，加強同政府的關係。主動將集團自身發展納
入到地方經濟發展的大格局中，在增加政府財政收入、解決就業、帶動相
關產業發展等方面做出更大的貢獻；加快發展生物製品和技術產業，成為
地方經濟產業佈局中高技術行業的排頭兵；繼續爭取政府對口部門對集
團研發、技術改造的投入和支援。

總括而言，本集團一定銳意進取、開拓向上、加倍努力，同時，會審時度勢，
防範風險，爭取以更好的業績回報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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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一般以其內部產生之現金流量以及中國及香港多間銀行提供之銀行信
貸為其業務提供資金。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未作抵押之現
金及銀行結餘約為2,671,2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約2,095,300,000港
元）。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按總負債與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之比率計算）
約為0.8%（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約0.8%）。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流動資產淨值約為3,011,8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約2,529,200,000港
元），而流動比率則維持於約8.2（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約11.9）之水平。

本集團於本期間之融資成本約為 1,3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同期：約1,200,000港
元），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0.1%（二零一一年同期：約0.1%），而融資成本較二
零一一年同期並無重大變動。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二年六
月三十日：無）。

銀行借貸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由中國多間銀行提供之尚未償還銀行
貸款約為32,2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約31,700,000港元），均為一年
內到期之短期銀行貸款。本集團所有銀行貸款均以人民幣計值。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銀行借貸由本集團之若干預付土地
租賃款項及樓宇作抵押。

季節性或周期性因素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之業務營運並無受任何季節性及周期性因素之重大影響。

外匯風險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主要賺取之收入及產生之成本均以人民幣計值。人民幣
之匯率於本期間內並無大幅波動。董事認為，本集團面對之外幣匯率波動風
險不大，因此，本集團並無運用任何金融工具作對沖用途。

財政政策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一般以其內部產生之資源以及中國及香港多間銀行提供
之信貸融資為其業務提供資金。大部份上述融資之利率乃參考中國及香港銀
行利率計算。銀行存款及借貸主要以人民幣及港元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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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關購買技術知識╱專利、購買物業、
廠房及設備以及購買土地之已訂約承擔分別為零港元（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約700,000港元）、約83,1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約78,200,000港元）
及約61,7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約61,100,000港元）。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關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已授權但未訂約資本
開支約為892,7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約816,300,000港元）。

僱員、培訓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1,065名僱員（二零一一年同期：1,090
名），其中1,055名以中國為基地，其餘則於香港工作。本集團根據僱員之經驗、
資歷、本集團之表現及市況釐定僱員薪酬。於本期間內，本集團之員工成本（包
括董事酬金）約為19,215,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同期：約18,490,000港元）。本集團
之員工成本佔本集團於本期間之營業額約1.9%（二零一一年同期：約2.1%）。本
集團在香港及中國之僱員均有參與退休福利計劃。

本集團為其管理層及僱員設立結構緊密而有系統之培訓計劃。本集團於本期
間向其僱員提供定期管理及技術相關之課程。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並不就本期間宣派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一一年同期：無）。

企業管治

董事認為，本公司已於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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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所載之守則條文。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本期間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任何上市
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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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就董事及本集團高級管理層進行證券交易採納一套不遜於上市規則
附錄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項下規定
標準之操守守則。經向全體董事及本集團高級管理層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
董事及本集團高級管理層確認，彼等已於本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及本公司
就董事及高級管理層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承董事會命
華瀚生物製藥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張岳

香港，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張岳先生、鄧杰先生、龍險峰先生
及周崇科先生，非執行董事黃一林先生（林舒敏女士為其替任董事）及譚顯浩
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孔祥復教授、曹宏威教授及韓耀明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