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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佈

摘要

• 由於本集團已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完成重大重組工作，
故現時可專注於經營其藥品推廣及銷售業務、擴充自有產品組合及發展研
究與開發能力。

•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整體收入減少人民幣11,820萬
元或22.5%至人民幣40,810萬元，二零一三年同期則為人民幣52,630萬元。然
而，主要由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沒有產生進一步業務重
組成本，期內經營溢利達人民幣3,950萬元，相比二零一三年同期則為經營
虧損人民幣42,440萬元。

•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毛利率增加4.1個百分點至40.3%，相
比二零一三年同期則為36.2%。毛利率增加主要由於利潤率較高的產品對本
集團整體收入的貢獻增加所致。

•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溢利為人民幣
230萬元，相比二零一三年同期則為應佔虧損人民幣43,210萬元。

•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盈利為人民幣0.21分，而二
零一三年同期為每股基本虧損人民幣39.9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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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中國泰凌醫藥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或「泰凌醫藥」）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
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408,099 526,264

銷售成本  (243,590) (335,621)
   

毛利  164,509 190,643

其他收益 4 32,616 10,054
其他虧損淨額 5 (4,977) (10,645)
銷售及分銷開支  (125,726) (240,516)
行政開支  (26,877) (45,231)
業務重組成本  – (328,701)
   

經營溢利╱（虧損）  39,545 (424,396)

融資成本  (36,400) (37,125)
   

除稅前溢利╱（虧損） 6 3,145 (461,521)

所得稅（開支）╱抵免 7 (851) 29,435
   

期內溢利╱（虧損）  2,294 (432,086)
   

以下各項應佔：

本公司權益股東  2,294 (432,086)
非控股權益  – –
   

期內溢利╱（虧損）  2,294 (432,086)
   

每股盈利╱（虧損） 8

基本  0.21分 (39.94)分
   

攤薄  0.21分 (39.9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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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虧損） 2,294 (432,086)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境外實體的
 財務報表換算所產生的匯兌差額 2,771 (469)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5,065 (432,555)
  

以下各項應佔：

本公司權益股東 5,065 (432,555)

非控股權益 – –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5,065 (432,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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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01,267 189,189
－經營租賃項下持作自用
  的租賃土地權益  39,243 14,818
   

  240,510 204,007

無形資產  39,720 44,821
預付款項  – 16,000
遞延稅項資產  102,681 109,763
   

  382,911 374,591
   

流動資產

存貨  84,782 132,40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9 413,137 298,230
委託貸款  141,766 147,114
已抵押銀行存款  230,145 260,063
銀行存款及現金  222,813 229,239
   

  1,092,643 1,067,055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0 614,169 576,116
銀行貸款 11 194,696 285,457
無抵押債券  13,226 29,632
本期稅項  4,206 30,830
   

  826,297 922,035
   
   

流動資產淨值  266,346 145,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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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49,257 519,611

非流動負債

無抵押債券  434,522 309,941

遞延稅項負債  871 871
   

資產淨值  213,864 208,799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 1

儲備  213,863 208,798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權益總額  213,864 208,799

非控股權益  – –
   

權益總額  213,864 208,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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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申報實體之主要業務
本集團主要於中國從事研發、生產、銷售及分銷醫藥及疫苗產品，以及向供應商提供市場推
廣及宣傳服務。

未經審核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
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截至二零
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本公司綜合財務報表時所採用者一致。

直至此等財務報表發佈之日，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若干修訂、新準則
及詮釋，但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尚未生效、及尚未於此等財務報表內採納。

董事預計該等新訂或經修訂準則及修訂將不會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產生重大影響。

3. 分部報告
本集團按業務分類管理。本集團呈列以下列三個可呈報分部，方式與為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
而向本集團最高級行政管理人員內部報告資料的方式相同：

－ 第三方藥品推廣及銷售：營業額來自向客戶銷售及推廣第三方製造的藥物，以及提供
市埸銷售及推廣服務。

－ 自有產品生產及銷售：營業額來自透過本公司的附屬公司蘇州第壹製藥有限公司生產
及銷售自有產品及一般藥品。

－ 第三方疫苗及其他藥物：該分部包含來自疫苗推廣、疫苗供應鏈及藥物供應鏈之銷售
額。至於供應鏈業務，營業額來自透過本集團供應鏈網絡出售藥物╱疫苗產品之供應
鏈服務。該等產品由供應商而非本集團進行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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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分部業績

為了評估分部表現及分配分部之間資源，本集團高級行政管理人員按以下基準監控各
可呈報分部的業績：

－ 收益及開支乃經參考該等分部產生的銷售額及該等分部產生的特定開支分配至
可呈報分部。

－ 報告分部經營溢利╱虧損所採用的方法為「經營溢利╱虧損」，即經營產生的溢
利╱虧損，就並無特定歸屬個別分部的項目（如其他收益，其他收入╱虧損淨額、
總部或公司行政開支）作出調整。

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提供予本集團最高級行政管理人
員以分配資源及評價分部表現的有關本集團可呈報分部的資料載列於下文。

 第三方藥品推廣及銷售 自有產品生產及銷售 第三方疫苗及其他藥物 總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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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可呈報分部收益 326,212 457,377 81,261 60,727 626 8,160 408,099 526,264

銷售成本 (200,175) (295,391) (40,677) (33,377) (2,738) (6,853) (243,590) (335,621)
        

可呈報分部毛利╱
 （毛損） 126,037 161,986 40,584 27,350 (2,112) 1,307 164,509 190,643
        

可呈報分部經營
 溢利╱（虧損） 8,006 (19,763) 22,646 12,930 5,960 (345,973) 36,612 (352,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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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可呈報分部收益與損益對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可呈報分部收益總額及綜合收益 408,099 526,264
  

溢利╱（虧損）
可呈報分部經營溢利╱（虧損） 36,612 (352,806)

未分配總部及公司開支 (24,706) (70,999)

其他收益 32,616 10,054

其他虧損淨額 (4,977) (10,645)

融資成本 (36,400) (37,125)
  

除稅前綜合溢利╱（虧損） 3,145 (461,521)
  

4. 其他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利息收入 10,083 9,517

政府補貼收入 22,216 –

其他收入 317 537
  

 32,616 10,054
  

5. 其他虧損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淨額 (47) (16,437)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4,930) 5,792
  

 (4,977) (10,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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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溢利╱（虧損）
除稅前溢利╱（虧損）已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7,095 7,414

經營租賃項下持作自用的租賃土地權益之攤銷 375 382

無形資產之攤銷 5,187 4,000

資產減值虧損：
 －存貨 150 58,678

 －貿易應收賬款 3,351 245,700

 －按金及預付款項 – 26,500

有關物業之經營租賃費用 3,756 5,211

已售存貨成本 270,049 276,943

貿易應收賬款減值撥回 (15,623) –

存貨減值撥回 (26,609) –
  

7. 所得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稅項－中國所得稅
期內撥備 851 2, 441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7,082) –
  

 (6,231) 2,441
  

遞延稅項
暫時性差額產生及撥回 7,082 (31,876)
  

所得稅利益開支╱（抵免） 851 (29,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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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i) 根據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英屬處女群島」）的規則及規例，本集團在開曼群島及
英屬處女群島無須繳納任何所得稅。

(ii) 本公司於香港特別行政區之附屬公司須按16.5%稅率繳交香港利得稅（二零一三年：
16.5%）。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該等附屬公司並無來自應課香
港利得稅之收入或就香港利得稅而言蒙受稅務虧損，故並無就香港附屬公司作出利得
稅撥備。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在中國之附屬公司須按25%稅率繳納
法定所得稅（二零一三年：25%），而蘇州第壹之所得稅率為15%（二零一三年：25%）。

8. 每股盈利╱（虧損）
(a)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計算乃根據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本公司權益
股東應佔溢利人民幣2,294,000元（二零一三年：虧損人民幣432,086,000元）及本公司於
期內發行的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1,081,957,000股（二零一三年：1,081,957,000股）。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基本）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千股  千股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一月一日 1,081,957 1,081,957

購股權獲行使對已發行股份的影響 – –
  

於六月三十日 1,081,957 1,081,957
  

(b) 每股攤薄盈利╱（虧損）

由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普通股平均市價並未超過購股權的行使價
及轉換購股權將導致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每股虧損減少，故於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虧損）時並無就購股權作出調整。因此，兩個期間之每股攤薄盈利╱
（虧損）與每股基本盈利╱（虧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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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827,792 718,423

減：呆賬撥備 (608,111) (620,384)
  

 219,681 98,039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93,456 200,191
  

 413,137 298,230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就若干銀行融資以本集團的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作抵
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5,400,000元）。

貿易應收賬款一般於開立賬單後30日至240日到期支付。於財務狀況表日期，貿易及其他應收
款項包括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經扣除呆賬撥備），按發票日期計算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三個月內 161,132 21,778

超過三個月但於六個月內 14,059 13,383

超過六個月但於一年內 16,042 13,411

超過一年但於二年內 28,448 49,467
  

 219,681 98,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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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預期所有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於一年內或須按要求償還。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項 79,935 81,472

應付票據 380,368 352,734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總額 460,303 434,206

預收款項 8,582 21,917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45,284 119,993
  

 614,169 576,116
  

於財務狀況表日期，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包括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其以發票日期為準
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三個月內 34,258 14,398

超過三個月但於六個月內 379,044 352,807

超過六個月但於一年內 947 523

超過一年 46,054 66,478
  

 460,303 434,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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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銀行貸款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銀行貸款包括：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內或按要求償還之銀行貸款
－已抵押 116,696 106,957

－無抵押 78,000 178,500
  

 194,696 285,457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銀行融資以本集團若干資產作如下抵押：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固定資產 24,948 25,303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 15,400

已抵押銀行存款 33,000 260,063
  

 57,948 300,766
  

12. 股息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概無宣派或支付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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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1. 概覽

泰凌醫藥主要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從事研發、生產、銷售及分銷藥品，
並提供醫藥市埸推廣及宣傳服務。本集團的歷史可追溯至一九九五年，而本
公司股份自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日起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
所」）上市。泰凌醫藥在中國擁有廣泛的推廣網絡，覆蓋4,400多間醫院。本集
團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蘇州第壹製藥有限公司（「蘇州第壹」）進行生產活動。
蘇州第壹已獲新版生產質量管理規範（「GMP」）認證，並已擁有176張中國國家
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國家藥監局」）藥品註冊證。

二零一四年仍然是充滿挑戰的一年，本集團正在從上兩個年度錄得重大財務
虧損中恢復。由於二零一二年進行的重大重組工作的餘下事項已大部份在截
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處理完畢，本集團現時得以專注經營
藥品推廣及銷售業務、擴展其自有產品組合及發展其研究與開發能力。於截
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雖然本集團整體收入減少人民幣11,820萬
元或22.5%至人民幣40,810萬元，二零一三年同期則為人民幣52,630萬元，期
內經營溢利為人民幣3,950萬元，二零一三年同期則為經營虧損人民幣42,440

萬元。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經營業績獲得改善，主要由於
經營開支大幅減少、獲得較多政府補貼以及沒有產生進一步業務重組成本。
由於經營業績改善，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純利
人民幣230萬元，而二零一三年同期則為虧損淨額人民幣43,210萬元。

2. 業務回顧

本集團現時營運三個主要業務分部，即(1)第三方藥品推廣及銷售，(2)自有產
品生產及銷售及(3)第三方疫苗及其他藥物。

第三方藥品推廣及銷售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第三方藥品推廣及銷售分部所賺取
之收入減少人民幣13,120萬元或28.7%至人民幣32,620萬元，二零一三年同期
則為人民幣45,74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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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分部整體收入減少主要因為由葛蘭素史克公司（「葛蘭素史克」）製造的抗生
素復達欣之收入減少。復達欣之收入減少人民幣19,230萬元或59.0%至人民幣
13,360萬元，佔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分部銷售總額40.9%，而
二零一三年同期則為人民幣32,590萬元或佔分部銷售總額71.3%。自二零一三
年下半年起，葛蘭素史克重組其中國業務模式，以控制營運、法律及合規風
險。葛蘭素史克中國經已委任新的管理團隊，並在二零一四年實施了新訂的
內部控制措施。葛蘭素史克中國的其中一項主要措施乃降低其在分銷商的存
貨水平，以避免分銷渠道存貨過剩。因此，自二零一四年初起，供應給本集
團的復達欣受到比以前更大的限制，令到本集團向自己的分銷商在交付復達
欣方面遭受不利影響。有鑑於此乃葛蘭素史克中國對所有產品類別實施的全
國性措施，泰凌醫藥預計復達欣的供應在可預見的未來將極可能維持相當緊
張的狀態。

另一方面，上海復旦張江生物醫藥股份有限公司（「復旦張江」）製造的腫瘤藥
里葆多的收入增加人民幣2,830萬元或62.7%至人民幣7,330萬元，佔截至二零
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分部銷售總額的22.5%，而二零一三年同期則為
人民幣4,510萬元或佔分部銷售總額之9.9%。鍳於癌症在中國越趨普遍，本集
團相信里葆多將繼續展示強勁的銷售增長。

由二零一四年第二季起，本集團開始重整銷售隊伍以及修改銷售及宣傳開支
政策與控制措施。通過上述努力，該分部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之營運開支減少人民幣5,000萬元或29.8%至人民幣11,800萬元，而二零
一三年同期則為人民幣16,800萬元。此外，該分部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沒有產生任何業務重組成本，而二零一三年同期已終止皮膚科產
品之存貨產生減值撥備人民幣1,370萬元。因上述因素，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雖然該分部錄得較低收入，惟經營溢利達到人民幣800萬
元，而二零一三年同期則錄得經營虧損人民幣1,980萬元。

泰凌醫藥將致力繼續擴展其銷售網絡規模與醫院滲透率，以及改善該分部的
經營效率，以增強其盈利能力。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銷售網絡
覆蓋4,400多間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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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產品生產及銷售

本集團的自有產品由蘇州第壹生產，包括非典型抗精神病藥物舒思以及各種
其他藥物。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自有產品生產及銷售分
部之總收入增加人民幣2,050萬元或33.8%至人民幣8,130萬元，二零一三年同
期則為人民幣6,070萬元。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總分部收
入當中，舒思收入增加人民幣1,860萬元或90.0%至人民幣3,930萬元，佔該分
部總銷售額的48.3%，二零一三年同期則為人民幣2,070萬元或佔該分部總銷
售額的34.1%。舒思銷售額增加因為省級招標結果有利，加上分銷渠道中存貨
管理有所改善。

由於收入增加，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此分部經營溢利增加
人民幣970萬元或75.1%至人民幣2,260萬元，二零一三年同期則為人民幣1,290

萬元。

第三方疫苗及其他藥物

第三方疫苗及其他藥物業務分部包括疫苗推廣、疫苗供應鏈及藥物供應鏈銷
售。

為了提升競爭力及改善現金流，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第二季啟動了業務模式
重組工作，從低利潤率的疫苗業務退出、裁減疫苗推廣及銷售團隊、以及專
注於利潤率和回報比較高的藥品製造、推廣及銷售業務。因此，於截至二零
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第三方疫苗及其他藥物業務分部的收入減少人
民幣750萬元或92.3%至人民幣60萬元，二零一三年同期則為人民幣820萬元。
收入主要為銷售剩餘疫苗存貨，因本集團自二零一三年底不再積極從事任何
疫苗推廣及銷售活動。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該分部產生重組成本人民幣31,500

萬元，主要包括與疫苗業務有關之貿易應收款賬、存貨、按金及預付款項之
減值撥備。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該分部沒有產生該等重
組成本。相反地，隨著本集團繼續投入相當資源以收回疫苗貿易應收賬款，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收回人民幣1,250萬元，並計入分部
經營業績內。因此，本分部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經營
溢利人民幣600萬元，而二零一三年同期則為經營虧損人民幣34,6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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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集團前景及展望

作為長期醫療改革計劃中的一部份，中國政府繼續投入資源及資金於醫療保
健行業。儘管更嚴厲的監管規定或會帶來短期經營壓力，但泰凌醫藥相信，
更加規範的市場最終將為中國的醫療企業帶來契機，並讓中國的醫療保健行
業能夠維持長遠增長。本集團認為，中國醫療保健行業的增長受到眾多有利
因素的支持，包括老齡化人口愈來愈多，中國政府承諾改善獲得醫療服務的
途徑，以及可支配收入持續增加導致支付能力提高。

隨著中國政府不斷推動醫療保健行業的改革，泰凌醫藥已因應不斷變化的行
業狀況改善其長遠的發展戰略。未來，泰凌醫藥將繼續改進及加強其新戰略：
專注於包含第三方及自有產品藥品推廣及銷售業務。本集團相信，現有專業
治療域領－腫瘤、抗感染及中樞神經系統長遠而言可持續增長，同時本集團
亦會積極物色其他專業、高端及高增長治療領域以提升業務。泰凌醫藥特別
有意尋找機會收購新自有產品，以豐富其現有及未來產品組合。於二零一三
年度，本集團完成收購與喜滴克有關之知識產權，包括專利、技術訣竅及商
標。喜滴克屬國家藥監局批准用作治療惡性肺部及乳腺腫瘤之獨家國家一類
新藥。於二零一四年初，國家藥監局亦批准本集團展開喜滴克新適應症骨髓
增生異常綜合症（「MDS」）的II期臨床實驗。與泰凌醫藥推廣及銷售腫瘤產品
戰略重點一致，本集團相信收購喜滴克將不僅補助其現有產品組合，而且喜
滴克具有治療MDS的潛力，亦會加強本集團未來的產品資源。由於市場滲透
需時，喜滴克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收入貢獻並不大，但
泰凌醫藥相信，由於癌症在中國越來越普遍，成功推廣喜滴克將為本集團提
供長遠增長。為滿足未來需要，本集團正在江蘇泰州建設一間新工廠，預期
該工廠將於二零一五年下半年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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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凌醫藥將繼續加强其內部控制與信貸控制系統及程序，從而改善流動資金
及現金流的管理。本集團亦將繼續在銷售、分銷以及行政開支引入節省成本
措施。具體而言，本集團現正著手重整其銷售隊伍及修訂其對銷售及推廣開
支的政策。正實施的新架構及政策，可加強合規工作並降低營運風險，另一
方面能激勵銷售表現。在宏觀層面上，本集團亦將繼續密切觀察中國醫藥市
場趨勢，並密切關注相關政府政策的動向。泰凌醫藥仍自信有能力繼續增強
其在中國醫藥市場的競爭地位。

4. 財務回顧

收入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總收入減少人民幣11,820萬元或22.5%

至人民幣40,810萬元，相比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則為人民幣
52,630萬元。收入減少主要是由於第三方藥品推廣及銷售業務收入減少所致。

下表載列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按可呈報分部分析的收
入明細：

可呈報分部收入明細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收入 佔總收入的 收入 佔總收入的
 人民幣千元  百分比 人民幣千元  百分比 增減(%)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第三方藥品推廣及銷售 326,212 79.9% 457,377 86.9% (28.7)%
自有產品生產及銷售 81,261 19.9% 60,727 11.5% 33.8%
第三方疫苗及其他藥物 626 0.2% 8,160 1.6% (92.3)%
     

總計 408,099 100.0% 526,264 100.0%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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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藥品推廣及銷售收入減少人民幣13,120萬元或28.7%至人民幣32,620萬
元，佔二零一四年上半年總收入的79.9%，相比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則為人民幣45,740萬元或佔本集團總收入的86.9%。第三方藥品推廣及
銷售收入減少，主要由於復達欣銷售減少所致。

自有產品生產及銷售收入增加人民幣2,050萬元或33.8%至人民幣8,130萬元，
佔二零一四年上半年總收入的19.9%，相比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則為人民幣6,070萬元或佔本集團總收入的11.5%。自有產品生產及銷售收
入增加，主要由於舒思銷售額增加所致。

第三方疫苗及其他藥物收入減少人民幣750萬元或92.3%至人民幣60萬元，佔
二零一四年上半年總收入的0.2%，相比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則為人民幣820萬元或佔本集團總收入的1.6%。第三方疫苗及其他藥物收入減
少，主要由於本集團已自二零一三年年底起終止其疫苗銷售及推廣活動所致。

銷售成本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銷售成本減少人民幣9,200萬元或27.4%

至人民幣24,360萬元，相比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則為人民幣
33,560萬元。銷售成本減少主要由於本集團總收入減少所致。

毛利及毛利率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毛利減少人民幣2,610萬元或13.7%至人
民幣16,450萬元，相比二零一三年同期則為人民幣19,060萬元。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毛利率增加4.1個百分點至40.3%，相比
二零一三年同期則為36.2%。增加的主要原因為高利潤率產品（如里葆多和舒
思）對本集團總收入貢獻增多所致。

分部經營溢利（虧損）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分部經營溢利總額為人民幣3,660萬
元，相比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分部經營虧損總額則為人民
幣35,28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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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按可呈報分部分析的經
營溢利（虧損）明細：

可呈報分部經營溢利（虧損）明細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增減(%)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第三方藥品推廣及銷售 8,006 (19,763) 140.5%
自有產品生產及銷售 22,646 12,930 75.1%
第三方疫苗及其他藥物 5,960 (345,973) 101.7%
   

總計 36,612 (352,806) 110.4%
   

融資成本

本集團的融資成本包括銀行借貸的利息及銀行費用。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融資成本維持穩定，略微減少人民幣70萬元或2.0%至人民幣3,640

萬元，相比二零一三年同期則為人民幣3,710萬元。

稅項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所得稅開支為人民幣80萬元，相比二
零一三年同期所得稅抵免則為人民幣2,940萬元。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溢利（虧損）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溢利為人民幣230

萬元，相比二零一三年同期的虧損則為人民幣43,210萬元。顯著改善乃主要因
為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沒有產生業務重組成本。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盈利為人民幣0.21分，而二零
一三年同期為每股基本虧損人民幣39.9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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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開支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資本開支總額增加人民幣3,380萬元或
301.8%至人民幣4,500萬元，相比二零一三年同期則為人民幣1,120萬元。資本
開支主要用於建設工廠及收購用於建設本集團泰州新工廠之租賃土地。

上市所得款項用途

本公司股份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日在香港聯交所上市。本公司的上市所得
款項淨額約為人民幣93,380萬元。據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四月八日的招
股章程（「招股章程」）所披露，所得款項淨額約25%將用於提升及擴展基礎設
施，包括進一步投資於先進的冷鏈技術及設備。然而，由於本集團決定退出
疫苗供應鏈業務，故不會進一步投資於冷鏈技術及設備。因此，本集團擬將
未動用金額用作其他發展範疇，包括擴大產品組合、購買進口藥品，以及作
為一般營運資金。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未動用的所得款項結餘約為人民幣12,990萬元，而所
得款項用途概述如下：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拓展分銷網絡及推廣團隊 98,120

基礎設施、資訊科技及物流 73,838

產品組合擴充 214,532

購買進口疫苗或藥品及一般營運資金 372,454

償還貸款 45,000
 

總計 803,944
 

5.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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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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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致力確保高水平的企業管治，並已採用上市規則附錄十四的企業管治
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守則條文，以及若干建議最佳常規。於截至二
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之全部適用
條文，惟偏離訂明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
的守則條文A.2.1者除外。吳鐵先生同時擔任本公司的主席兼行政總裁，然而
兩者職權的劃分已予清晰界定。總體而言，主席的角色為監控董事會職責及
表現，而行政總裁的角色則為管理本公司的業務。董事會認為，於本公司現
時的發展階段，由同一人兼任主席和行政總裁能為本公司帶來堅定和一致的
領導，有助於有效及高效地作出並執行戰略決策。

董事會目前包括一名執行董事、四名非執行董事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而
獨立非執行董事佔董事會人數約37.5%，超過董事會人數的三分之一。董事會
有如此百分比的獨立非執行董事可確保彼等的意見舉足輕重並反映董事會的
獨立性。

7. 遵守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用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現有
守則。經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已確認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內已全面遵守標準守則所載列的準則。

8.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股息（二零一三
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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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審核委員會對中期業績的審閱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辛定華先生（主席）、唐裕年先生及徐立
之博士組成，全部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
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並已建議董事會採納。

承董事會命
中國泰凌醫藥集團有限公司

吳鐵
主席

香港，二零一四年八月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吳鐵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錢余女士、錢唯
博士、王凡先生及洪亮先生；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唐裕年先生、辛定華先生
及徐立之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