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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財務摘要

業績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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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153,370 156,933 82,684 39,044 35,898
經營利潤╱（虧損） 41,371 34,050 18,462 641 (2,506)
財務成本 (1,057) (3,515) (1,586) (1,760) (1,356)
除所得稅前利潤╱（虧損） 40,314 30,535 16,876 (1,119) (3,862)
所得稅費用 (5,034) (6,315) (2,686) 2,440 –
本期利潤╱（虧損） 35,280 24,220 14,190 1,321 (3,862)
應佔本期利潤╱（虧損）：
本公司權益持有者 36,296 27,904 16,205 3,353 (2,301)
非控制性權益 (1,016) (3,684) (2,015) (2,032) (1,561)
本期總綜合收益╱（虧損） 35,280 24,220 14,201 1,316 (3,862)
應佔本期總綜合收益╱（虧損）：
本公司權益持有者 36,296 27,904 16,212 3,348 (2,301)
非控制性權益 (1,016) (3,684) (2,011) (2,032) (1,561)
息稅折舊攤銷前利潤 53,356 41,042 21,916 3,980 887

本公司權益持有者應佔本期
 利潤╱（虧損）的每股基本
 及攤薄收益╱（虧損）（人民幣元） 0.0393 0.0337 0.0228 0.0047 (0.0032)
     

資產及負債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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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資產 748,575 749,216 537,296 358,881 304,154
總負債 (147,370) (183,291) (277,183) (157,814) (135,449)
     

 601,205 565,925 260,113 201,067 168,705
     

歸屬於本公司權益持有者
 的股本及儲備 569,013 532,717 223,228 170,062 139,243
非控制性權益 32,192 33,208 36,885 31,005 29,462
     

 601,205 565,925 260,113 201,067 168,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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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的討論及分析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財務回顧

收入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收入約達人民幣
153,370,000元，而二零一三年同期則為人民幣156,933,000元，同比下
跌了2%。本集團第一季度的收入同比下跌約25%，第二季度同比上漲約
8%，銷售收入未達預期主要是受醫藥行業大環境變化的影響，本集團正
努力適應變化調整營銷策略以維持銷售增長趨勢。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收入來自於醫療產品銷售收入及
特許經銷權收益。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收入來自於醫療產
品銷售收入、特許經銷權收益及技術轉讓收益。

銷售醫療產品的收入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銷售醫療產品收入為人民
幣150,870,000元（佔總收入的98%），比二零一三年同期下跌了2%，
二零一三年同期為人民幣154,355,000元。本集團的主要產品艾拉®（鹽
酸氨酮戊酸散，A LA）和里葆多®（鹽酸多柔比星脂質體，Doxo rub i c i n 

liposome），分別為本集團貢獻了49%和46%的銷售收入。

特許經銷權收益

於二零一一年二月，本公司與泰淩醫藥（江蘇）有限公司簽署了獨家總代
理協議（「獨家總代理協議」），授予其里葆多®的獨家代理權，對價總額為
人民幣20,000,000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確認
收入約為人民幣2,500,000元（佔總收入的1.6%），二零一三年同期約為
人民幣2,5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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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轉讓收益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無技術轉讓收入，二零
一三年同期確認的技術轉讓收入約人民幣78,000元，系來自於二零零二
年轉讓給山東一家製藥公司的一項技術轉讓合同所約定的比例銷售額提
成。該條款於二零一三年到期終止。

銷售成本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銷售成本約為人民幣
12,190,000元，二零一三年同期則為人民幣12,273,000元，兩期毛利率
均為92%，基本持平。本集團執行嚴格的成本控制，因此能維持較高的
毛利水準。

經營利潤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經營利潤約為人民幣
41,371,000元，二零一三年同期經營利潤為人民幣34,050,000元，同比
上升了22%。

各項列於經營利潤前的開支及其他收入的發生情況如下：

•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其他收入為人民幣
25,668,000元，比二零一三年同期上升57%，二零一三年同期為人
民幣16,333,000元。本期其他收入主要為確認對本公司股東之一的
上海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醫藥集團」）的創新藥物研發戰略
合作開發項目收入人民幣12,069,000元；此外，於本期確認相關政
府撥款收益上升，為人民幣9,554,000元，二零一三年同期為人民
幣5,223,000元。詳情載於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7。

•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研究及開發費用為人民幣
28,852,000元，比二零一三年同期增加65%，二零一三年同期為人
民幣17,524,000元。主要因為本公司新增了多個研究項目，同時原
有的部分項目進入臨床研究，相應的費用支出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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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分銷及市場推廣成本為人民
幣82,757,000元，比二零一三年同期減少11%，二零一三年同期為
人民幣93,179,000元。分銷及市場成本佔產品銷售收入的比例由去
年同期的60.4%下降至54.9%。主要因為營銷及推廣模式的適度調
整導致了分銷及市場推廣成本的一定下降。

•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行政開支為人民幣
13,818,000元，比二零一三年同期增加7%，二零一三年同期為人
民幣12,927,000元。行政開支上升的主要原因為計提壞賬撥備的增
加。

•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其他經營開支為人民幣
50,000元，二零一三年同期發生額為人民幣3,313,000元，同期減
少98%，二零一三年同期發生額主要為公司H股增發後，募集資金
所產生的匯兌損失。

財務成本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財務成本約為人民幣
1,057,000元，比二零一三年同期減少70%，二零一三年同期為人民幣
3,515,000元，財務成本降低主要因為本集團借款的減少。

本期利潤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本期利潤的數額為人民幣
35,280,000元，而二零一三年同期利潤為人民幣24,220,000元，同比增
加約46%。

本公司權益持有者應佔本期利潤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權益持有者於未經審核之
中期合併綜合收益表中應佔利潤的數額為人民幣36,296,000元，而二零
一三年同期利潤為人民幣27,904,000元，同比增加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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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本集團堅持以「我們多一分探索，人類多一分健康」為企業宗旨，為彌補
臨床治療的缺失和滿足改進需求，提供全新的更有效的治療方案和藥物
為核心定位，務求成為生物醫藥業界的創新者。

在回顧期內，本集團的研究開發及產業化仍按計劃進行，關注於基因技
術、光動力技術、納米技術、診斷技術四大平臺。

研究開發方面，治療關節炎的高活性重組人腫瘤壞死因子受體突變體 - F c

融合蛋白 ( rhTNFR(m):Fc)於2014年5月取得臨床批件，現已進入臨床 I

期。該藥物主要用於治療類風濕性關節炎等自身免疫性疾病，目標市場
容量極大。該藥物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申請了PC T專利，是本集團重點
研究項目之一。

本集團於報告期內開展治療骨質疏鬆症的重組人甲狀旁腺激素 (PTH)的臨
床 I期研究，同時研究其用於骨關節炎的治療。

光動力藥物鹽酸氨酮戊酸 (ALA)用於治療HPV感染的宮頸疾病，正進行 I

期臨床研究。

光動力藥物鹽酸氨酮戊酸 (ALA)用於治療痤瘡項目已基本完成了藥物臨床
前研究，計劃於年內申報臨床研究。

治療腫瘤的光動力藥物多替泊芬正進行 II期臨床研究。

治療腫瘤的里葆多®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上市銷售，該藥物用於卡波氏肉
瘤、乳腺癌和卵巢癌等腫瘤的治療。基於乳腺癌的市場容量很大，本集
團已經申請美國註冊，並獲得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批准，將於
近期進入臨床比對研究。臨床研究結束後，尚需進一步通過FDA對生產
場地質量管理體系的核查才能上市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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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惡性腫瘤的納米藥物硫酸長春新碱脂質體已完成 I期臨床研究。

此外，本集團增加了診斷技術和試劑研究開發投入，新研發的螢光免疫
分析儀和配套的產前篩查試劑已在2013年12月獲得上市批准。對應產
品倍優®於報告期內上市銷售。此類新型的時間分辨免疫分析檢測系統，
大大提高了熒光激發效率，相較傳統的時間分辨熒光檢測系統具有成本
低、體積小、檢測效率高等特點，突破了只能在大醫院使用的限制。本
集團希望該等產品可在為數眾多的基層鄉鎮醫院得到廣泛的使用，為鄉
村孕婦提供更好的出生缺陷幹預服務。

產業化方面，治療以尖銳濕疣為代表的皮膚H PV感染性疾病和增生性疾
病的艾拉®及治療腫瘤的里葆多®上市銷售以來，銷售穩定，已經成為本
集團最重要的兩大產品，對集團的銷售收入貢獻達到95%。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的醫療產品銷售收入未達預期，主要是受醫藥行業
大環境變化的影響。為了應對行業環境的變化，本公司自年初起積極嘗
試採用新的營銷及推廣模式，導致分銷及市場成本下降，佔銷售收入的
比例下降明顯。但銷售收入增長受到一定影響。目前公司正在總結得
失，評判利弊，優化完善，以形成均衡發展的營銷模式。

治療鮮紅斑痣的複美達®（海姆泊芬之擬用商品名），全球首個針對鮮紅斑
痣的光動力藥物，是集新藥靶、新化合物和新適應症一體新藥。已經取
得了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頒發的新藥證書，完成試生產。尚需進一
步取得藥品批准文號及藥品生產質量管理規範認證證書 (GM P證書）等才
能上市銷售。計劃於2015年上半年上市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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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本集團在研究開發上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在國內及業內已取得領先的地
位。集團主導的，由藥物開發人員、國際一流科學家和專科醫生共同探
索特定領域疾病的基因變異和分子機理，所形成「產業化前移的科學探
索」將快速有效地提升集團新藥物開發能力，優化藥物開發模式。未來本
集團仍將致力於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藥物的研究開發，並重點針對皮膚
性病、腫瘤、骨關節疾病等領域。

本集團在產業化方面已有診斷產品、艾拉®及里葆多®的生產銷售，隨著
新產品的不斷上市，預期未來銷售收入將持續增長。

本集團的現有產品生產線已全部通過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GM P認
證，我們的目標是建立符合國際標準的生產線，以使我們上市的藥品能
銷售到全球。根據產品的註冊進展，本集團在上海和泰州的兩條生產線
將開始準備美國FDA的GMP認證。

此外，考慮到未來將不斷有新的藥物獲批，本公司的附屬公司泰州復旦
張江藥業有限公司（「泰州藥業」），已建成兩條生產線，分別用於海姆泊
芬原料藥及注射劑的生產。為充分利用該等生產線的產能，本集團將選
擇能與之完全共線的多個仿製藥品進行註冊。未來幾年還將陸續投資建
設相應生產線，使之逐漸成為本集團集中的生產製造基地。

集團已成功完成從純粹的研究開發向研究開發和產業化並重的轉型，形
成了研究開發、產品製造及市場營銷等各部分有機結合的完整體系，集
團將走上更加良性的發展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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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期股息（截至
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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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無任何資產抵押。

銀行融資

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一日，本公司的附屬公司泰州藥業向銀行借款人民
幣25,000,000元由本公司擔保，到期日為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日，年貸
款利率為6.40%。

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本集團於泰州的生產製造基地基本建設
完畢，暫無重大資本性支出計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從事經營及投資活動的資金主要來源於內部所得的財務資源、本
公司在香港創業板發行上市及配售所募集的資金、以及地方政府機構資
助和商業貸款。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獲得的貸款餘額為人
民幣25,000,000元，其中銀行擔保貸款餘額為人民幣25,000,000元。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人民幣
284,202,000元。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財務槓桿率為負0.76（二零一三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負1.01）。此乃根據本集團的債務淨額人民幣
負259,202,000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債務淨額人民幣負
284,927,000元）及本集團總資本人民幣342,003,000元（二零一三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80,998,000元）計算。

本集團對資金和財務管理採取了保守的財政政策。為了達到更好的風險
控制和最低的資金成本，本集團的財政政策為集中管理。本集團會定期
察看資產的流動性和財務安排。

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大部分交易發生於國內市場。除配售募集的港幣資金外，匯率
變化將不會對本集團的經營成果和財務狀況產生重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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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僱員470人，而二零一三年六月
三十日則有426人。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包括董事酬金在內的員工成本分別為人民幣28,907,000元及人民幣
23,770,000元。本集團始終提供給僱員具有競爭力的薪酬及福利。僱員
的薪酬以其表現作為基礎，通過本集團每年複核的工資框架和獎勵體系
予以實現。本集團也向員工提供包括法定社會保障在內的廣泛的福利。

所得款項用途

於二零一三年二月四日，本公司完成配售142,000,000股面值為人民幣
0.10元的H股，配售價格為每股1.70港元。配售股份的所得款項淨額（扣
減所有相關成本及費用，包括佣金、律師費用及徵費）約為233,909,000
港元，合計折合人民幣185,575,000元。配售股份的所得款項淨額依照本
公司2012年5月14日之通函及2013年1月16日之公告中描述的計劃項
目進行使用。

配售股份的所得款項被應用於如下項目：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止
 預算使用之金額 累計使用金額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醫藥研發項目
－鹽酸氨酮戊酸治療子宮頸
  上皮內瘤變臨床研究專案 20,000 3,619

－鹽酸氨酮戊酸治療腦膠質
  瘤臨床前及臨床研究項目 10,000 511

－紫杉醇白蛋白納米粒臨床
  前及臨床研究專案 20,000 4,247

－CD30靶向的抗體交聯藥物
  (CD30-MMAE)臨床前及
  臨床研究專案 30,000 4,851

償還本公司債務 20,000 20,000

補充營運資金 85,575 85,575
  

合計 185,575 118,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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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行政總裁及監事於本公司股份的權益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7及8部分須
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 b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列入本公司
存置的登記冊內；或 (c)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上
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規定而
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董事、行政總裁及監事及彼等各自聯繫人於本公
司及其相關法團的股份或債券（包括股份權益和╱或淡倉）權益（如有）如
下：

  持有的   佔類別股本 佔股本總額
董事姓名 股份類別 股份數目 身份 權益類別 的百分比 的百分比

王海波 內資股 57,886,430（好） 實益持有人 個人 9.93% 6.27%

蘇勇 內資股 22,312,860（好） 實益持有人 個人 3.83% 2.42%

趙大君 內資股 19,260,710（好） 實益持有人 個人 3.30% 2.09%

附註： 「好」指長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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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據董事所知，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除本公司董事、行政總裁
或監事以外持有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的權益和╱或淡倉，而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XV部2及3部分須以披露或根據證券期貨條例第336條於
所存置的登記冊中記錄或已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人士載列如下（以下股
份權益及淡倉（如有）就是董事、行政總裁及監事作出披露外所披露的權
益）：

     佔類別 佔股本
  持有的   股本的 總額的
股東名稱 股份類別 股份數目 身份 權益類別 百分比 百分比

上海實業（集團） 內資股 139,578,560（好）   23.94%
 有限公司   受控制法團權益 企業  22.77%
 H股 70,564,000（好）   20.75% 

上海醫藥集團 內資股 139,578,560（好）   23.94%
   實益持有人 企業  22.77%
 H股 70,564,000（好）   20.75% 

新企二期投資 內資股 156,892,912（好） 實益持有人 企業 26.91% 17.00%
 創業企業

楊宗孟 內資股 80,000,000（好） 實益持有人 個人 13.72% 8.67%

復旦大學 內資股 30,636,286（好） 受控制法團權益 企業 5.25% 3.32%

上海復旦資產 內資股 30,636,286（好） 實益持有人 企業 5.25% 3.32%
 經營有限公司

Boxin China  H股 27,000,000（好） 投資經理 企業 7.94% 2.93%
 Growth Fund 
 I LP

沈寧 H股 23,639,000（好） 實益持有人 個人 6.95% 2.56%

附註： 「好」指長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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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買賣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訂立標準守則，其內容不比《上市規則》附錄十所列載的《上市公司董事進
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寬鬆。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本公司董
事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遵守董事證券交易的買賣準
則及行為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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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概無購買、
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負責審閱財務報告、檢討內部監控及企業管治的工作，並負
責向董事會提出相關的建議。委員會成員由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一名
非執行董事組成：林耀堅先生、陳凱先先生和沈波先生，並由獨立非執
行董事林耀堅先生擔任委員會主席。

審核委員會就本集團采納之會計原則與常規進行審閱，並對審核、內部
監控、風險管理及財務報告事宜進行檢討。本集團的截至二零一四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的中期業績已經由審核委員會會同管理層審
閱。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之企業管治架構如下：

股東

董事會 

外聘核數師 審核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 提名委員會

監事會

公司秘書



13

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文件：

a) 《公司章程》；
b) 審核委員會準則；
c) 薪酬委員會準則；
d) 提名委員會準則；
e) 交易本公司證券之必守準則；
f) 公司日常管理文件。

董事會已檢討本公司采納有關企業管治的文件，並認為文件中已達到《上
市規則》附錄十四之《企業管制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下稱「守則」）列載
的大部分原則及守則條文。在某些方面，本公司采納的企業管治守則比
《守則》列載的守則條文更為嚴格。下面就主要方面列出比《守則》所載的
守則條文更為嚴格或有偏離的地方：

比《守則》所載的條文更為嚴格的主要方面：

–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成員2╱3是獨立非執行董事。

比《守則》所載的條文有偏離的主要方面：

– 主席與總經理仍由一人同時兼任。雖然《公司章程》對於主席及總經
理（行政總裁）的職責均有明確的規定，分別負責董事會的經營管
理和公司業務日常管理，但仍由一人擔任。考慮到公司規模較小，
業務以創新藥物的研究、生產、銷售為主，目前仍未完全走出創業
期，同時為了管理的高效，董事會認為主席及總經理由一人擔任，
對目前階段的公司發展更為有利。隨著公司的發展壯大，董事會會
考慮在適當時候將主席與總經理相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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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監事及高級管理層簡介

董事

執行董事

王海波，54歲，於一九九六年十一月獲委任為本公司執行董事，亦為董
事會主席及總經理。他於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創立本公司。他於一九九五
年五月至一九九六年六月為復旦大學副教授，曾發表無數論文，因而獲
頒多項獎項，如國家星火三等獎、教委二等獎及上海市科技進步獎。他
畢業於復旦大學，於一九八三年七月獲頒生物學士學位，及於一九八六
年七月獲頒碩士學位。他亦曾擔任浙江升華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一間
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上交所股份代號：600226）的技術總監。

王先生已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合同，自二零一四年五月三十日起為期三
年，惟須遵照《公司章程》輪席退任及應選連任。

於本報告日期，王先生於57,886,430股內資股中擁有權益，佔本公司已
發行股本總額約6.27%。

蘇勇，50歲，於二零零二年一月獲委任為執行董事，亦為本公司副總經
理。他於一九九七年四月加盟本公司。他一直於基因工程領域工作超過
九年以上，於一九九四年一月至一九九七年四月擔任杭州九源基因工程
有限公司的總工程師，期間負責基因工程部的管理。於一九八五年七月
畢業於西北師範大學，獲生物科學學士學位，並於一九九三年七月獲復
旦大學的生化碩士學位及於二零零零年六月獲浙江大學的腫瘤學博士學
位。

蘇先生已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合同，自二零一四年五月三十日起為期三
年，惟須遵照《公司章程》輪席退任及應選連任。

於本報告日期，蘇先生於22,312,860股內資股中擁有權益，佔本公司已
發行股本總額約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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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大君，44歲，於二零零二年一月獲委任為執行董事，亦為本公司副
總經理、監察主任及授權代表。他是本公司創立人之一。於一九九五年
八月至一九九六年十月任職復旦大學法學院助教。曾於一九九七年獲頒
國家教委科技進步二等獎。他畢業於復旦大學，於一九九二年七月獲頒
生物學士學位，於一九九五年七月獲頒生物碩士學位，及於二零零一年
十一月獲香港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趙先生已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合同，自二零一四年五月三十日起為期三
年，惟須遵照《公司章程》輪席退任及應選連任。

於本報告日期，趙先生於19,260,710股內資股中擁有權益，佔本公司已
發行股本總額約2.09%。

非執行董事

柯櫻，46歲，於二零一二年五月獲委任為非執行董事，為高級工程師。
現任上海醫藥集團科研發展部副總經理，具有豐富的藥物研發項目管理
經驗。她於一九九九年至二零零二年任上海斯威醫藥化學技術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於二零零二年至二零零四年擔任上海凱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項目經理、總經理助理及於二零零八年至二零一零年擔任上海醫藥集團
中央研究院項目資源部部長及院長助理。她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於
一九九零年七月獲理科學士學位，於一九九三年七月獲有機合成碩士學
位。

柯女士已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合同，自二零一四年五月三十日起為期三年 ,

惟須遵照《公司章程》輪席退任及應選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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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波，41歲，於二零一二年六月獲委任為非執行董事，已通過中國註冊
會計師考試。現任上海醫藥集團財務總監，同時也兼任上海醫療器械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長；上海醫藥分銷控股有限公司監事；上藥科園信海醫
藥有限公司、常州藥業股份有限公司、上藥北方投資有限公司、正大青
春寶藥業有限公司及東英（江蘇）藥業有限公司董事。他於一九九六年至
二零零零年任上海金陵股份有限公司財務部副經理；於二零零零年五月
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任上海金陵泰克資訊科技發展股份有限公司財務總
監；於二零零六年一月至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任上海實業醫藥投資股份有
限公司財務總監；於二零零六年至二零一零年任上海醫藥（集團）有限公
司財務部總經理。他於一九九六年七月畢業於上海建材學院，獲頒會計
學學士學位並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取得香港中文大學專業會計學碩士學
位。

沈先生已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合同，自二零一四年五月三十日起為期三年 ,

惟須遵照《公司章程》輪席退任及應選連任。

余曉陽，57歲，於二零一三年五月獲委任為非執行董事，擁有逾二十年
的銀行及投資經驗。她是新企創業投資企業的創立合夥人及於一九九八
年為企業融資顧問公司Victoria Capital Limited的創辦人並擔任其董事。
她是首批就職於大型國際金融機構的中國大陸人士之一。她於一九八零
年至一九八五年供職的機構包括法國巴黎銀行日內瓦分行、德國德羅斯
登銀行法蘭克福、倫敦及紐約分行，以及於一九八七年至一九九一年供
職於美國所羅門兄弟公司投資銀行總部，從事並購及企業融資領域。她
於一九八二年五月畢業於日內瓦國際管理學院（瑞士國際管理發展學院
IMD的前身），獲頒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余女士已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合同，自二零一四年五月三十日起為期三年 ,

惟須遵照《公司章程》輪席退任及應選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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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非執行董事

周忠惠，67歲，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三十日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他為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國際顧問委員會委員、中國會計師協會審
計準則委員會委員及中國資產評估協會常務理事。他於二零零七年至二
零一一年任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首席會計師；於一九九二年至二零
零七年任普華永道中天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合夥人、總經理、主任會
計師；於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八年任上海財經大學教授。他自二零一一
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起擔任百視通新媒體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在上海證券
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上交所股票號碼：600637）獨立非執行董事。他自
二零一三年五月三十一日起擔任中國太平洋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一家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交所股票號碼：601601）及聯交所（股票號
碼：02601）上市的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他畢業於上海財經大學，於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獲得經濟學碩士學位，及於一九九三年一月獲得經濟
學博士學位。

周先生已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合同，自二零一四年五月三十日起為期三
年，惟須遵照《公司章程》輪席退任及應選連任。

林耀堅，59歲，於二零一三年十月九日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他
是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英格蘭及威爾斯特許會計師公會、澳洲特
許會計師公會及香港會計師公會的資深會員。他現在是香港理工大學會
計及金融學院的客席教授及香港管理專業協會小組委員。林先生擁有豐
富的財務會計、審核及業務諮詢經驗。他於一九九七年至二零零三年擔
任香港聯交所上市委員會委員，於一九九四年至二零零九年擔任香港會
計師公會委員會委員，於一九九七年至二零零三年擔任香港聯交所財務
報告諮詢小組成員，於一九九三年至二零一三年擔任羅兵鹹永道會計師
事務所合夥人。他於一九七五年六月畢業於香港理工大學，取得高級文
憑。林先生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起出任中持基業控股有限公司（於聯
交所創業板上市，股份代碼：8125）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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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先生已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合同，自二零一四年五月三十日起為期三
年，惟須遵照《公司章程》輪席退任及應選連任。

陳凱先，69歲，他是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中國科學院院士。現任上海市科協主席；國家藥典委員會執行委員；中
國藥學會副理事長、中國中西醫結合學會會長、上海市藥學會和上海市
中華醫學會名譽理事長、上海市化學化工學會副理事長；中國藥理學
報、中國新藥雜志等多家專業刊物編委。他還是復旦大學、中國藥科大
學的兼職教授。他於一九八八年六月起加入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研究
所，曾任中國科學院上藥物研究所所長及學術委員會主任；於二零零五
年三月至二零一四年二月任上海中醫藥大學校長。他於一九六七年畢業
於復旦大學，於一九八二年和一九八五年畢業於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研
究所，先後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陳先生於二零零五年八月起出任複星
國際有限公司（於聯交所上市，股份代碼：0656）獨立非執行董事，於二
零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辭任。

陳先生已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合同，自二零一四年五月三十日起為期三
年，惟須遵照本公司的《公司章程》輪席退任及應選連任。

監事

趙文斌，40歲，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三十日獲委任為獨立監事。現任上海
復旦資產經營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他曾任復旦大學產業化與校產管理
辦公室副主任、復旦大學愛心基金秘書長、復旦大學學生服務聯合體副
主任、共青團復旦大學委員會副書記等職。他於一九九八年畢業於復旦
大學。

趙先生已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合同，自二零一四年五月三十日起為期三
年，惟須遵照《公司章程》輪席退任及應選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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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寧健，31歲，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三十日獲委任為獨立監事。他於風險
資本及證券投資方面擁有多年經驗。他現任上海浦東科技投資有限公司
高級投資經理。他畢業於南京大學，獲經濟學學士學位及管理學學士學
位。他亦持有香港浸會大學理學碩士學位及英國肯特大學理學碩士學位。

李先生已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合同，自二零一四年五月三十日起為期三
年，惟須遵照《公司章程》輪席退任及應選連任。

張嫚娟，50歲，於二零零五年六月獲委任為員工代表監事。她現任本公
司財務部經理。她多年從事財務會計工作，曾任上海淮海制藥廠財務部
副科長。她畢業於中央廣播電視大學財務會計專業。

張女士已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合同，自二零一四年五月三十日起為期三
年，惟須遵照《公司章程》輪席退任及應選連任。

於本報告日期，張嫚娟女士於870,000股內資股中擁有權益，佔本公司已
發行股本總額約0.09%。

郭奕誠，68歲，於二零零八年五月獲委任為獨立監事。他曾於二零零五
年六月至二零零六年六月獲委任為監事。他曾任上海機電黨校教研究主
任、上海市人民政府研究室經濟處副處長，上海市醫藥股份有限公司副
總經理、通用技術集團醫藥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及副總經理。他畢業於中
央黨校經濟管理學院，具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職稱。

郭先生已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合同，自二零一四年五月三十日起為期三
年，惟須遵照《公司章程》輪席退任及應選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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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青，50歲，於二零零八年五月獲委任為獨立監事。現任同濟大學醫學
院腫瘤學系副主任、同濟大學醫學院腫瘤研究所副所長、同濟大學附屬
第十人民醫院腫瘤內科主任、副主任醫師、副教授。他曾任第二軍醫大
學長征醫院腫瘤內科副主任、副主任醫師及副教授。他長期從事腫瘤的
基礎與臨床研究工作，在國內外醫學專業雜志發表文章20餘篇。他畢業
於第二軍醫大學，獲博士學位。他以訪問學者身份於美國佛羅裡達州南
佛州大學H.Lee.Moffitt腫瘤中心進行博士後研究。

許先生已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合同，自二零一四年五月三十日起為期三
年，惟須遵照《公司章程》輪席退任及應選連任。

高級管理層

李軍，46歲，是本公司創立人之一。他為本公司副總經理。他曾主持過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數項研究項目，並發表數篇論文。他具有執業藥劑師
資格。他於一九九三年八月至一九九六年十一月擔任復旦大學助教及講
師，在此期間，他亦擔任浙江升華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的副技術總監
並參與三種新藥的研製。他於一九九三年七月畢業於復旦大學，獲生物
學碩士學位。於過去三年，李軍先生概無於上市公眾公司擔任任何董事
職務。

楊小林，52歲，於二零零六年一月加入本公司。他為本公司副總經理。
他曾參與和主持過多項醫藥企業的兼併和重組工作。他曾負責過多領域
的處方藥和OTC產品的營銷和銷售工作，並取得了良好的營業記錄。
他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至二零零五年一月擔任上海復星醫藥集團營銷總
監，及於二零零五年一月至二零零六年一月擔任浙江康萊特醫藥公司總
經理。他於一九九九年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獲工商企業管理碩士學
位。於過去三年，楊小林先生概無於上市公眾公司擔任任何董事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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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益民，52歲，於二零一零年加入本公司。他為本公司副總經理。他
於二零零三年至二零零九年擔任揚子江藥業集團上海海尼藥業有限公司
總經理，負責完成生產車間、實驗室及工作站的建設，招聘員工及管理
人員，及建立業績評估系統。他於一九九五年至二零零三年擔任西安楊
森制葯有限公司生產經理，負責組織及實施數項中型及大型技術改革項
目。他於一九九零年十二月獲西安工業大學工業自動化學士學位，於二
零零一年十二月獲西安交通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位，於二零零二年十月
獲比利時安特衛普大學高級管理人員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及於二零零六
年十二月獲北京化工大學製藥工程碩士學位。於過去三年，甘益民先生
概無於上市公眾公司擔任任何董事職務。

公司秘書

薛燕，33歲，於二零一零年八月獲委任為公司秘書。她亦為本公司財務
總監及授權代表。她為香港會計師公會會員、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
資深會員及中國註冊會計師協會會員。她為合資格註冊內部審計師。她
於財務及公司合規方面擁有廣泛經驗。她畢業於上海財經大學，獲國際
會計專業學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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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合併綜合收益表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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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6 153,370 156,933
銷售成本 8 (12,190) (12,273)
   

毛利  141,180 144,660

其他收入 7 25,668 16,333
研究及開發成本 8 (28,852) (17,524)
分銷及市場推廣成本 8 (82,757) (93,179)
行政開支 8 (13,818) (12,927)
其他經營開支 8 (50) (3,313)
   

經營利潤  41,371 34,050
財務成本  (1,057) (3,515)
   

除所得稅前利潤  40,314 30,535
所得稅費用 9 (5,034) (6,315)
   

本期利潤  35,280 24,220
   

其他綜合收益  – –
   

本期總綜合收益  35,280 24,220
   

應佔本期利潤：
本公司權益持有者  36,296 27,904
非控制性權益  (1,016) (3,684)
   

  35,280 24,220
   

應佔本期總綜合收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者  36,296 27,904
非控制性權益  (1,016) (3,684)
   

  35,280 24,220
   

本公司權益持有者應佔本期
 利潤的每股基本及
 攤薄盈利（人民幣元） 11 0.0393 0.0337
   

第27至40頁的附註為本中期合併財務資料的整體部份。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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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息 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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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合併資產負債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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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動資產
土地租賃支出 12 32,945 33,340

房屋、機器及設備 12 278,037 264,732

技術知識 12 2,128 2,099

遞延成本 12 13,900 9,997

遞延所得稅資產  5,408 6,383

其他非流動資產 13 2,643 2,954
   

  335,061 319,505
   

流動資產
存貨  24,347 15,568

應收貿易款項 14 80,034 66,986

其他應收款項、
 按金及預付款項  17,080 20,432

關聯公司欠款  7,851 1,79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84,202 324,927
   

  413,514 429,711
   

總資產  748,575 749,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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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合併資產負債表（續）

  未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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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動負債
借款 17 – 25,000

遞延收益 15 31,646 35,647
   

  31,646 60,647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 16 5,632 8,843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56,961 68,159

當期所得稅負債  3,526 8,977

借款 17 25,000 15,000

遞延收益 15 24,605 21,665
   

  115,724 122,644
   

總負債  147,370 183,291
   

歸屬於本公司權益持有者
股本  92,300 92,300

儲備  476,713 440,417
   

  569,013 532,717
   

非控制性權益  32,192 33,208
   

總權益  601,205 565,925
   

總權益及負債  748,575 749,216
   

流動資產淨值  297,790 307,06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32,851 626,572
   

第27至40頁的附註為本中期合併財務資料的整體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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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合併現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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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營活動
經營產生╱（運用）的現金 10,824 (5,648)
已支付的利息 (1,057) (3,515)
已收取的利息 481 840
已支付的所得稅 (9,510) (6,723)
   

經營活動產生╱（運用）的現金淨額 738 (15,046)
   

投資活動
購置房屋、機器及設備 (27,985) (26,690)
支付遞延開發支出 (2,283) (819)
購買技術知識 (148) –
出售房屋、機器及設備 405 2
投資低風險銀行理財產品 (681,708) (336,000)
低風險銀行理財產品到期收到的現金 685,256 336,714
   

投資活動運用的現金淨額 (26,463) (26,793)
   

融資活動
增資及發行限制性股票所收到的現金 – 207,857
增資所支付的費用 – (1,780)
借款所得款 – 15,000
償還借款 (15,000) (61,498)
   

融資活動（運用）╱產生的現金淨額 (15,000) 159,57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減少）╱增加 (40,725) 117,740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24,927 158,267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84,202 276,007
   

第27至40頁的附註為本中期合併財務資料的整體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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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合併權益變動表

 未經審核
 

 歸屬於本公司權益持有者  
 

    （累計虧損）╱ 非控制性
 股本 資本公積 法定公積金 未分配利潤 權益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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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結餘 71,000 211,240 6,419 (65,431) 36,885 260,113
      

本期利潤╱（虧損） – – – 27,904 (3,684) 24,220

其他綜合收益 – – – – – –
      

總綜合收益╱（虧損） – – – 27,904 (3,684) 24,220
      

與權益持有者的交易
發行股份所得款扣除發行費用 17,750 186,416 – – – 204,166
      

直接在權益中確認的與權益
 持有者交易總數 17,750 186,416 – – – 204,166
      

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結餘 88,750 397,656 6,419 (37,527) 33,201 488,499
      

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結餘 92,300 412,211 16,168 12,038 33,208 565,925
      

本期利潤╱（虧損） – – – 36,296 (1,016) 35,280

其他綜合收益 – – – – – –
      

總綜合收益╱（虧損） – – – 36,296 (1,016) 35,280
      

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結餘 92,300 412,211 16,168 48,334 32,192 601,205
      

第27至40頁的附註為本中期合併財務資料的整體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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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成立為有限
責任公司，起初註冊資本為人民幣5,295,000元。

經過一系列於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日、二零零零年五月十一日及二零零零
年九月十二日本公司現有股東或當時股東的注資以及於一九九七年十二月
十一日及二零零零年十月二十日本公司儲備金的資本化，本公司的註冊資
本由人民幣5,295,000元增加到人民幣53,000,000元。

本公司於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八日改制為股份有限公司。

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二十日，本公司面值為人民幣1.00元的全部股份，即
53,000,000股普通股拆細為每股面值人民幣0.10元的530,000,000股普通股
（「內資股」）。

於二零零二年八月十三日，本公司198,000,000股面值為人民幣0.10元的新
發行普通股（「H股」），其中包括由內資股轉換的18,000,000股H股開始在香
港聯交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交易。由此，本公司的股本增至人民
幣71,000,000元。

於二零一三年二月四日，本公司完成配售142,000,000股面值為人民幣0.10

元的H股，配售價格為每股1.70港元。配售完成後，本公司的股本增至人民
幣85,200,000元。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本公司采納一項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將授
權發行不超過71,000,000股新內資股作為限制性股票計劃項下的限制性股
票。根據該計劃，激勵人員主要包含對於實現公司戰略目標所需要的公司
董事、高級管理人員、中層管理人員及主要科研人員，以及其他董事會或
本公司薪酬委員會認為對本集團整體業務表現和可持續發展有直接貢獻的
其他主要員工。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四日，本公司完成授出首次授予項下的限制性股
票，取得中國相關機構的批准並完成了登記備案程式。根據限制性股票計
劃，首次授予即為按授予價每股限制性股票人民幣0.51元的價格向計劃參
與者授予35,500,000股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授出限制性股票完成後，本
公司的股本增至人民幣88,75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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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資料（續）

於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一日，本公司完成授出第二次授予項下的限制性股
票，取得中國相關機構的批准並完成了登記備案程序。根據限制性股票計
劃，第二次授予即為按授予價每股限制性股票人民幣0.51元的價格向計劃
參與者授予35,500,000股限制性股票。第二次授予授出限制性股票完成
後，本公司的股本增至人民幣92,300,000元。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十三日，本公司向聯交所申請轉板上市。聯交所於二零
一三年十二月六日原則上批准H股在聯交所主機板上市並於創業板除牌。H

股已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六日開始於主機板買賣。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在其附屬公司－上海摩根談國際生命科
學中心有限公司（「摩根談」）、上海靶點藥物有限公司（「靶點」）、泰州藥
業及上海溯源生物技術有限公司（「溯源生物」）分別擁有100%、65%、
69.77%及56%的直接權益。

本集團主要在中國從事研究、開發及出售自行開發的生物醫藥知識，為客
戶提供合約制研究，以及製造及出售醫療產品。

本公司的註冊地址為中國上海市浦東張江高科技園區蔡倫路308號。

除特別標明外，本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中的金額單位為人民幣千元。本
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於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日由本公司董事會批准並授
權發布。

本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未經審核。

2.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已根據國際
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本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應與本公
司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合併財務報表一並閱讀，該財
務報表是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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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計政策

編製本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合併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見有關的合併財
務報表）一致，惟以下所述者除外。

本中期期間的所得稅按照預期年度總盈利適用的稅率予以計提。

(i) 本集團已採納的已修改的準則及解釋

以下修訂的準則及解釋在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開始首次生效。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修改） 合併財務報表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修改） 與其他實體權益的披露
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修改） 獨立財務報表
國際會計準則第32號（修改） 金融工具：呈報
國際會計準則第36號（修改） 資產減值
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修改） 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
國際財務報告解釋委員會 徵費
 －解釋公告第21號

採納如上修訂及解釋對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
期財務資料並無重大影響。

(ii) 以下與本集團相關的新訂準則，修改已經頒布，但仍未生效亦未被本
集團提前采納。董事們預期這些新訂準則，修改的采納在生效時不會
對集團經營及財務狀況產生實質性影響。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改） 基於股權的支付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改） 企業合併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修改） 經營分部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修改） 合營安排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修改） 公允價值計量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4號 管制遞延帳戶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收入確認從與客戶之合約
國際會計準則第16號（修改） 不動產、廠房和設備
國際會計準則第19號（修改） 職工福利
國際會計準則第24號（修改） 關聯方披露
國際會計準則第37號（修改） 準備、或有負債和或有資產
國際會計準則第38號（修改） 無形資產
國際會計準則第40號（修改） 投資性不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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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估計

編製中期財務資料要求管理層對影響會計政策的應用和所報告資產和負債
以及收支的數額作出判斷、估計和假設。實際結果或會與此等估計不同。

在編製此等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時，管理層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時作出
的重大判斷和估計不確定性的關鍵來源，與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合併財務報表所應用的相同。

5. 財務風險管理

5.1 財務風險因素

本集團的活動承受著多種的財務風險：市場風險（包括外匯風險、現
金流量及公平值利率風險）、信貸風險及流動性資金風險。

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並未包括年度財務報表規定的所有財務風險管
理資訊和披露，此中期財務資料應與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合併財務報表一並閱讀。

自年底以來風險管理職能或風險管理政策並無任何變動。

5.2 流動性風險

與年底比較，金融負債的合約未貼現現金流出並無重大變動。

6. 收入

本集團主要在中國從事研究、開發及出售自行開發的生物醫藥知識，為客
戶提供合約制研究，以及製造及出售醫療產品。本期已確認的收入如下：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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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銷售醫療產品 150,870 154,355

特許經銷權收益（附註 (a)） 2,500 2,500

技術轉讓收益（附註 (b)） – 78
     

 153,370 156,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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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收入（續）

(a)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本公司將裏葆多產品的特許經銷權以人民幣
20,000,000的總對價轉讓於另一家醫藥公司，有效期從合同生效日至
二零一五年二月二十八日，並存在四年潛在的延續期。截至二零一四
年及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均確認收益人民幣2,500,000元。

(b)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本公司與山東一家製藥公司訂立一份技
術轉讓合同，合同約定將重組人組織型纖溶霉原激活物 (r-tPA)以人民
幣15,000,000元的價格轉讓予該公司。該轉讓已於2007年完成。另
外，該合約訂明，本公司有權向上述製藥公司收取從已轉讓技術所獲
取的未來年度銷售總額2%至5%的特許權使用費，有效期為5年。本
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收到並確認了特許權使用
費人民幣78,000元。

7. 其他收入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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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上海醫藥集團合作協議（附註 (a)） 12,069 9,416

政府撥款 9,554 5,223

投資理財產品溢利（附註 (b)） 3,548 714

利息收入 481 840

其他 16 140
     

 25,668 16,333
   

(a) 本公司與本公司一股東，上海醫藥集團於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三日就
本集團四項藥物研究項目，訂立創新藥物研發戰略合作協議，合約期
限為6年。根據戰略合作協議條款，上海醫藥集團承擔該等藥物自二
零一一年一月一日（含該日）起產生的研究開發費用的80%，與該等藥
物產業化後相關的權益歸雙方共有。同時上海醫藥集團還將承擔該等
藥物自開發之初直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前期研究及開發支
出的80%。此前期費用將根據該等藥物的研發進度分期支付。

(b) 該等溢利是投資低風險銀行理財產品於到期時所產生的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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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按性質分類的費用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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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租賃支出攤銷 395 395

減：於在建工程中資本化的金額 – (342)

 395 53

遞延成本攤銷（列入「銷售成本」） 954 507

技術知識攤銷（列入「行政開支」） 119 11

計提壞賬撥備 4,653 266

撇減存貨成本 – 435

製成品及在產品的存貨變動 7,308 4,444

使用的原材料及消耗品 9,908 10,724

房屋、機器及設備折舊 13,091 6,421

減：於遞延成本中資本化的金額 (2,574) –

 10,517 6,421

出售或報廢房屋、機器及設備
 產生的虧損╱（溢利） 13 (11)

有關土地及樓宇的經營租賃費用 529 404

研發及開發成本，不包括員工福利開支 7,314 2,582

員工福利開支 28,907 23,770

市場推廣及銷售費用 50,495 71,310

藥品上市後研究費 10,637 9,405

品質檢測費 2,959 3,105

其他 2,959 5,790
     

銷售成本、研究及開發成本、
 分銷及市場推廣成本、行政開支
 及其他經營開支的合計 137,667 139,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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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所得稅費用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改按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以下簡
稱「所得稅法」）計算及繳納企業所得稅。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被認定為高
新技術企業（有效期三年），二零一一年度至二零一三年度本公司適用所得
稅稅率為15%。本公司高新技術企業資格認定將於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日
到期，按政策規定應重新認定，本公司已按規定辦理相關認定手續。截至
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適用稅率為15%（二零一三年：
15%），附屬公司適用稅率為25%（二零一三年：25%）。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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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期所得稅 4,059 6,015

遞延所得稅 975 300
     

 5,034 6,31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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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期股息（截至二
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

11.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由本公司權益持有者應佔利潤除以相應期間加權平均普通股
發行數而得。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本公司權益持有者應佔利潤
 （人民幣千元） 36,296 27,904

加權平均普通股發行數(’000)  923,000 827,287

每股基本盈利（人民幣元） 0.0393 0.0337
   

由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及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並無攤薄潛在普通股，因此每股基本與攤薄盈利並無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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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資本開支

 未經審核
 

 土地租賃 房屋、
 支出 機器及設備 技術知識 遞延成本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成本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37,356 317,796 5,283 16,858
添置 – 26,814 148 4,857
出售或報廢 – (605) – –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37,356 344,005 5,431 21,715
    

累計攤銷╱折舊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4,016 53,064 3,184 6,861
期間支出 395 13,091 119 954
出售或報廢 – (187) – –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4,411 65,968 3,303 7,815
    

帳面淨值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32,945 278,037 2,128 13,900
    

成本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37,356 265,808 4,623 11,664

添置 – 35,992 – 819

出售或報廢 – (1,218) – –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37,356 300,582 4,623 12,483
    

累計攤銷╱折舊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3,226 44,545 2,978 5,847

期間支出 395 6,421 11 507

出售或報廢 – (948) – –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3,621 50,018 2,989 6,354
    

帳面淨值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33,735 250,564 1,634 6,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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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其他非流動資產

 未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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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付設備款 2,643 2,954
   

14. 應收貿易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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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收款項（附註 (a)） 79,634 64,832

減：減值撥備 (6,400) (1,756)
      

應收款項－淨額 73,234 63,076
      

應收票據（附註 (b)） 6,800 3,910
      

 80,034 66,986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收貿易款項的
帳面值約等於其公平價值。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收貿易款項的
帳面值均以人民幣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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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應收貿易款項（續）

(a) 應收款項來源於產品銷售，且均不計利息。本集團給予客戶1至4個月
不等的信用期。應收款項的賬齡自開出發票日開始計算，於二零一四
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提取減值撥備前的應收
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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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用期限內 52,202 55,315

逾期30日以內 8,828 3,712

逾期30日至60日以內 5,185 1,674

逾期60日至90日以內 522 600

逾期超過90日但不足一年 11,332 2,231

逾期超過一年 1,565 1,300
          

 79,634 64,832
   

(b) 所有應收票據均來源於產品銷售，均無利息無抵押且為在少於六個月
內兌現的銀行承兌匯票。

15. 遞延收益

 未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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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撥款 49,822 40,962

授予客戶的特許經銷權 3,333 5,833

與上海醫藥集團戰略合作協議
 （附註7(a)） 3,096 10,517
      

 56,251 57,312

減：一年內實現的收益 (24,605) (21,665)
      

 31,646 35,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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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應付貿易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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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付款項（附註 (a)） 5,632 8,843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所有應
付貿易款項均不含利息，由於應付貿易款項到期日較短，因此其帳面值約
等於其公平價值。

本集團的所有應付貿易款項的帳面值均以人民幣確認。

(a)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付款項根
據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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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日內 4,317 7,924

31日至60日 129 551

61日至90日 424 4

超過90日但不足一年 762 201

超過一年 – 163
      

 5,632 8,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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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借款

 未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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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動
長期銀行擔保借款（附註 (a)） 25,000 25,000

長期銀行抵押借款 – 15,000

減：流動部分 (25,000) (15,000)
      

 – 25,000
   

流動
長期銀行擔保借款流動部分（附註 (a)） 25,000 –

長期銀行抵押借款流動部分 – 15,000
      

 25,000 15,000
   

(a)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長期借款人民幣25,000,000元由本公司的
附屬公司泰州藥業借入。全額由本公司擔保，到期日為二零一五年三
月二十日，年貸款利率為6.40%。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借款利息費用合計為人民幣
1,057,000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3,515,000元）。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借款的償
還期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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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年內 25,000 15,000

1至2年 – 25,000
      

 25,000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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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關聯交易

(i) 交易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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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上海醫藥分銷控股有限公司：
 銷售醫藥產品 6,103 7,323
   

(ii) 餘額

 未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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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聯公司欠款：
 上海醫藥集團 4,648 –

 上海醫藥分銷控股有限公司 3,203 1,798
      

 7,851 1,798
   

預收合作開發款（確認於
 「遞延收益」）：
 上海醫藥集團 3,096 1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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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分部資料

單一的經營分部按照向首席經營決策者提供的內部報告貫徹一致的方式報
告。首席經營決策者被認定為作出策略性決定的執行董事，負責分配資源
和評估經營分部的表現。

目前，本集團正專注於自身藥物研發的產業化進程且從二零零五年起本集
團沒有簽訂任何技術轉讓協議。在以後年度，本集團的研發成果將優先考
慮用於其自身產業化。基於經營策略的轉變，本集團僅在二零一三年收到
並確認了人民幣78,000元的技術特許使用權收入，在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未收到或確認相關收入。本集團管理層認為自二零一三年
起以單一的經營分部運營，因此自二零一三年起暫無需披露分部資料。

承董事會命
王海波
主席

於本報告刊發日期，董事會包括以下人士：

王海波先生（執行董事）
蘇勇先生（執行董事）
趙大君先生（執行董事）
柯櫻女士（非執行董事）
沈波先生（非執行董事）
余曉陽女士（非執行董事）
周忠惠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林耀堅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陳凱先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中國 •上海

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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