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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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之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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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
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SPC PHARMACEUTICAL GROUP LIMITED
石藥集團有限公司
（根據公司條例於香港註冊成立）

（股份代號：1093）

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之未經審核業績

財務摘要

— 收入增加7.7%至2,782,136,000港元

— 股東應佔溢利增加53.3%至400,326,000港元

— 每股基本盈利增加53.3%至6.78港仙

— 每股攤薄盈利增加53.5%至6.71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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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藥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如下：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2,782,136 2,582,577
銷售成本 (1,545,070) (1,608,997)  

毛利 1,237,066 973,580
其它收入 22,093 41,998
銷售及分銷費用 (524,049) (395,639)
行政費用 (130,826) (175,451)
其它費用 (86,865) (85,111)  

經營溢利 517,419 359,377
財務費用 (11,681) (15,903)
應佔業績

— 聯營公司 (350) —
— 合營企業 1,515 (539)  

除稅前溢利 506,903 342,935
所得稅開支 (102,568) (77,292)  

本期溢利 404,335 265,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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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它全面收益（開支）：
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因換算財務報表為呈報貨幣而產生之匯兌差額 — (108,878)
應佔匯兌差額

— 聯營公司 — —
— 合營企業 — (228)  

本期其它全面收益（開支），扣除所得稅 — (109,106)  

本期全面收益總額 404,335 156,537  

應佔本期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400,326 261,087
非控股權益 4,009 4,556  

404,335 265,643  

應佔本期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400,326 153,633
非控股權益 4,009 2,904  

404,335 156,537  

港仙 港仙

每股盈利
— 基本 6.78 4.42  

— 攤薄 6.71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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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主要會計政策

編製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財務資料所用之主要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所依循者一致。

2. 除稅前溢利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

無形資產攤銷（計入銷售成本） 4,997 4,879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3,673 3,565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141,887 144,461
確認為費用之研發開支（計入其它費用） 86,128 76,721
以股份為支付基礎之開支（計入行政費用） — 44,737
政府資助收入 (6,366) (34,424)  

3.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盈利 400,326 261,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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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股 千股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份數目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5,908,018 5,908,018

具攤薄效應之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本公司授出之購股權 57,691 61,216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5,965,709 5,969,234  

4. 股息

董事會不宣派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四年：無）。

5. 業績審閱

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財務資料乃根據本集團之內部記錄及管理賬目而編製，並未經
本公司外聘核數師審閱或審核。
 

分類資料

本集團用作財務報告目的之經營及可報告分類如下：

(a) 成藥 

(b) 抗生素（中間體及原料藥）

(c) 維生素C（原料藥）

(d) 咖啡因及其它（原料藥）

所有可報告分類均從事生產及銷售醫藥產品。

以下為本集團以經營及可報告分類劃分之收入及業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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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未經審核）：

成藥 抗生素 維生素C
咖啡因
及其它 分類總計 對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對外銷售 1,864,381 455,977 288,248 173,530 2,782,136 — 2,782,136
類別間銷售 — 13,230 1,087 590 14,907 (14,907) —       

收入總額 1,864,381 469,207 289,335 174,120 2,797,043 (14,907) 2,782,136       

類別間銷售乃按現行市場價格計算。

分類溢利（虧損） 467,627 61,500 (24,026) 30,576 535,677 — 535,677      

未分配收入 1,968
未分配開支 (20,226) 

經營溢利 517,419
財務費用 (11,681)
應佔業績

— 聯營公司 (350)
— 合營企業 1,515 

除稅前溢利 506,903 



— 7 —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未經審核）：

成藥 抗生素 維生素C
咖啡因
及其它 分類總計 對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對外銷售 1,543,741 550,882 332,727 155,227 2,582,577 — 2,582,577
類別間銷售 — 10,243 1,493 1,701 13,437 (13,437) —       

收入總額 1,543,741 561,125 334,220 156,928 2,596,014 (13,437) 2,582,577       

類別間銷售乃按現行市場價格計算。

分類溢利（虧損） 393,388 20,466 (9,409) 28,576 433,021 — 433,021      

未分配收入 1,189
未分配開支 (74,833) 

經營溢利 359,377
財務費用 (15,903)
應佔合營企業業績 (539) 

除稅前溢利 342,935 

分類溢利（虧損）指各分類所賺取溢利╱所確認虧損，惟並無分配利息收入、財務費用、中央
行政費用、應佔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業績。此乃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向董事會匯報之計量
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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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業績

於二零一五年首三個月，本集團錄得銷售收入約27.82億港元及股東應佔溢利約4億港元，較
去年同期分別增長7.7%及53.3%。

成藥業務

創新藥繼續為主要增長動力。本集團創新藥於本期之總銷售收入達8.57億港元，較去年同期
增加36.7%。另一方面，本集團之普藥於期內維持穩定增長，總銷售收入達10.07億港元，較
去年同期增加9.8%。

原料藥業務

抗生素業務之銷售收入較去年同期減少17.2%至4.56億港元，乃主要由於自四平市精細化學
品有限公司在二零一四年十一月成為本集團之聯營公司起，其業績不再綜合入賬所致。抗生
素業務之經營業績持續改善，乃主要由於7-ACA之產品價格於期內有所上升所致。因產品價
格仍然疲弱，維生素C業務於本期錄得虧損。咖啡因業務繼續為本集團之經營業績帶來穩定
貢獻。

承董事會命
石藥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蔡東晨

香港，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蔡東晨先生、馮振英先生、翟健文先生、潘衛東先
生、王順龍先生、王懷玉先生、盧建民先生、王振國先生及王金戌先生；非執行董事李嘉士
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兆強先生、王波先生、盧毓琳先生、于金明先生及陳士林先
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