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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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會就本公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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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2877）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公佈

財務概要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下列經營業績：

－ 營業額為人民幣1,109,306,000元，比去年同期上升0.9%；

－ 毛利率為65.8%，而去年同期為65.9%；

－ 期內溢利為人民幣385,622,000元，比去年同期減少4.8%；

－ 每股盈利為人民幣47分；及

－ 宣派每股中期股息人民幣1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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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中國神威藥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或「神威」）的董事會（「董事會」）欣然提呈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以下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業
績，以及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3 1,109,306 1,099,354
銷售成本 (379,613) (375,036)

  

   
毛利 729,693 724,318
其他收入 18,300 23,042
投資收入 53,304 66,839
淨匯兌虧損 (4,319) (3,495)
銷售及分銷成本 (167,193) (174,356)
行政開支 (136,705) (121,829)
研究及開發成本 (19,017) (21,536)
財務成本 4 (61) (9,989)

  

   
除稅前溢利 474,002 482,994
稅項 5 (88,380) (78,065)

  

   
期內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 6 385,622 404,929

  

   
應佔期內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385,493 404,928
 非控股權益 129 1

  

   
385,622 404,929

  

   
每股盈利－基本 8 人民幣47分 人民幣4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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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1,536,982 1,574,725
 預付租賃款項 10 154,455 141,808
 無形資產 22,033 23,286
 商譽 99,654 99,654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按金 30,000 30,000
 收購無形資產按金 70,000 64,000
 遞延稅項資產 23,440 24,116

      
1,936,564 1,957,589

      
流動資產
 存貨 312,959 285,672
 貿易應收款項 11 33,793 12,933
 應收票據 11 418,226 580,884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12,355 141,688
 已抵押銀行存款 26,720 240,410
 可收回稅項 344 –
 應收一間關連公司款項 85 –
 銀行結餘及現金 2,954,075 2,688,148

      
3,858,557 3,949,735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2 196,626 174,006
 應付票據 12 25,639 28,481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319,633 439,356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6,912 7,062
 遞延收入 5,881 4,630
 稅項負債 24,320 32,450
 銀行借款 13 – 200,000

      
579,011 885,985

      
流動資產淨值 3,279,546 3,063,750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5,216,110 5,021,339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0,352 23,638
 遞延收入 99,187 104,793

      
109,539 128,431

      
5,106,571 4,892,908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4 87,662 87,662
 儲備 5,018,909 4,804,80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5,106,571 4,892,471
非控股權益 – 437

      
5,106,571 4,892,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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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的適
用披露規定及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的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本集團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人民幣亦為本公司之功能貨幣。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除下文所述外，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
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時所
遵循者一致。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採納下列新訂或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
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週期的年度改進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週期的年度改進
國際會計準則第19號之修訂 界定福利計劃：僱員供款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上述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對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報之金額
及╱或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3. 營業額及分類資料

營業額指銷售中藥產品的已收及應收款項淨額。

本集團的營運被視為單一分類，即從事中藥產品研發、製造及買賣之企業。本集團董事會
主席（主要營運決策人（「主要營運決策人」））審閱本集團期間整體收益及溢利以作表現評估
及資源分配。並無呈列分類資產或分類負債之分析，原因為有關資料並非定期提交予主要
營運決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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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財務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須於一年內悉數償還的銀行借款利息 61 9,989 

  

5.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企業所得稅 70,541 78,934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4,949 (1,265)
 未分配溢利之已付預扣稅 25,500 27,850

  

100,990 105,519
  

遞延稅項：
 本年度 390 396
 未分配溢利之預扣稅 (13,000) (27,850)

  

(12,610) (27,454)
  

88,380 78,065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撥備乃根據期內適用稅率作中國稅項用途的估計應課稅收
入而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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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則，中國附屬公司的稅率
為25%。

一間於中國西部營運的附屬公司，已獲當地稅局給予稅務寬減，於期內享有9%中國企業
所得稅優惠稅率（二零一四年：15%）。該附屬公司獲授的稅務寬減將於二零一七年終止。
確認為高新技術企業的若干附屬公司已獲當地稅局授予稅項優惠且於兩個期間均有權享有
15%的中國企業所得稅優惠稅率。確認為高新技術企業的若干附屬公司獲授的稅務寬減將
於二零一五年年末終止。此外，經營農產品業務的附屬公司已經獲當地稅務局授予稅項豁
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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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稅項（續）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就中國附屬公司賺取的溢利所宣派的
股息須繳納預扣稅。在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並無就中國附屬公司的累計溢利應佔的暫時
差額人民幣2,886,372,000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836,099,000元）作出遞
延稅項撥備，原因是本集團有能力控制撥回暫時差額的時間，亦有可能不會在可見將來撥
回暫時差額。

6. 期內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無形資產攤銷 1,253 731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1,853 1,814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73,137 64,631
政府補助（計入其他收入）（附註a） (13,335) (19,878)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計入投資收入） (21,844) (27,254)
債務相關產品投資收入（附註b） (7,633) –
短期債務相關產品投資收入（附註c） (23,827) (39,58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虧損 (2,697) 240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開支 10,581 19,073

  

附註：

(a) 政府補助指本公司中國附屬公司自當地政府收取的款項。於本期間，政府補助中(a)人
民幣7,539,000元（二零一四年：人民幣18,100,000元）乃本集團就於中國有關地區進行
業務經營所獲得的獎勵；及(b)人民幣5,796,000元（二零一四年：人民幣1,778,000元）
乃有關研究活動完成後所確認的遞延收入。

(b) 該等債務相關產品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訂立及到期，實際年
利率介乎5.3%至5.4%。概無債務相關產品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內訂立。

(c) 該等短期債務相關產品的實際年利率介乎5.4%至5.6%（二零一四年：5.5%至6.6%）。
本公司董事認為該等短期債務相關產品金額大、週轉率快及到期日短。因此，該等短
期債務相關產品的現金收入及現金支出於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內以淨額基準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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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息
 －已付二零一四年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12分
   （二零一四年：已付二零一三年末期股息每股
   人民幣12分） 99,240 99,240
 －已付二零一四年特別股息每股人民幣10分
   （二零一四年：已付二零一三年特別股息每股
   人民幣10分） 82,700 82,700

  

181,940 181,940
  

 －二零一五年中期股息每股人民幣11分
   （二零一四年：人民幣11分） 90,970 90,970

  

本公司董事建議就期內宣派中期股息每股人民幣11分（此乃以於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之
827,000,000股已發行股份為基礎計算且將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三十日派付予於二零一五年十
月十六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上之本公司股東）。

8.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385,493 404,928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數目 827,000,000 827,000,000

  

計算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每股攤薄盈利時並未假設行使本公
司之購股權，乃由於調整後的購股權行使價（經調整未歸屬購股權的公平值）高於該等股份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餘下期間之平均市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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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物業、廠房及設備

期內，本集團購入的樓宇、廠房及機器、辦公室設備、汽車及增加在建工程的成本分別
為人民幣588,000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833,000元）、人民幣
5,953,000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55,249,000元）、人民幣3,136,000
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433,000元）、人民幣239,000元（截至二
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244,000元）及人民幣27,568,000元（截至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53,036,000元）。

10. 預付租賃款項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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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年初 145,466 147,849
期╱年內增加 14,792 –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附註16） – 1,262
期╱年內開支 (1,853) (3,645)

  

期╱年末 158,405 145,466
  

於中國之中期租賃土地
即期部分（計入其他應收款項） 3,950 3,658
非即期部分 154,455 141,808

  

158,405 145,466
  

11.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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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貿易應收款項 33,793 12,933
應收票據 418,226 580,884

  

452,019 593,817
  

本集團一般向其貿易客戶授出六個月至一年的信貸期。本集團的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
據，按發票日期（與收益確認日期相若）呈列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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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個月內 452,019 593,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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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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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26 174,006
應付票據 25,639 28,481

  

222,265 202,487
  

本集團的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按發票日期呈列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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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個月內 211,020 193,669
超過六個月但於一年內 4,782 1,866
超過一年但於兩年內 902 2,465
超過兩年 5,561 4,487

  

222,265 202,487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主要包括貿易採購及持續成本的未償還款項。就貿易採購所獲的
平均信貸期為兩個月至六個月不等。

13. 銀行借款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並無獲授銀行貸款（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200,000,000元）及償還銀行貸款人民幣200,000,000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人民幣15,000,000元）。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抵押若干有抵押銀行
存款人民幣211,000,000元（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無）予銀行以保證本集團獲授的銀行借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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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千股 千港元

   
每股面值0.10港元的普通股

法定：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的結餘 5,000,000 5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的結餘 827,000 82,700

  

人民幣千元
   
於財務報表內列示為 87,662

 

期內，本公司的法定、已發行及繳足股本並無任何變動。

15. 財務工具之公平值計量

本公司董事認為，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按攤銷成本列賬之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之賬面值
與其公平值相若。

16.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本集團以合共代價人民幣8,000,000元收購神威藥業集團（山東）有限公
司（前稱：濟南全力製藥有限公司）（「神威山東」）的全部權益，神威山東於中國從事生產及
買賣醫藥產品及相關業務。此項交易已按收購會計法入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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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續）

被收購附屬公司可識別資產淨值呈列如下：

於收購日期
已確認金額
人民幣千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3,852
預付租賃款項 1,262
無形資產 24,851
存貨 208
銀行結餘及現金 49
其他應付款項 (9,000)
銀行借款 (15,000)
遞延稅項負債 (6,213)

 

9
 

已轉讓代價 8,000
減：已收購淨資產 (9)

 

收購所產生之商譽 7,991
 

收購神威山東產生商譽，乃由於合併成本包括控制權溢價所致。此外，已付合併代價實際
包括期望協同效益、收益增長及未來市場開發及組建神威山東勞動力之利益有關之金額。
由於並未達致可識別無形資產之確認標準，此等利益並未與商譽分開確認。

預期此項收購將不會產生任何可作扣稅目的之商譽。

人民幣千元
  
收購產生的現金流出淨額：

現金代價 (8,000)
未付及計入其他應付款項金額 3,000
銀行結餘及已收購的現金 49

 

收購附屬公司相關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流出淨額 (4,951)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神威山東為本集團的營業額貢獻人民幣551,000元，
自收購日期起至截至報告期間結束止期間錄得溢利人民幣3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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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續）

倘收購神威山東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生效，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的營業額總額將為人民幣1,100,193,000元，而中期之溢利則為人民幣404,360,000元。備
考資料僅供說明，未必可作為本集團實際收入及業績之指標（倘收購已於中期期初完成），
亦無意作為未來業績之預測。

17. 關連方交易

除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另有披露者外，期內，本集團與關連方訂立下列重大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支付神威醫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神威醫藥科技」）
 租金（附註） 1,790 1,736
支付神威醫藥科技（廊坊）有限公司（「神威廊坊」）
 租金（附註） 506 465
支付神威醫藥科技服務費（附註） 4,169 3,985
支付神威廊坊服務費（附註） 1,198 1,148
向河北神威大藥房有限公司（「神威大藥房」）
 供應中藥產品（附註） 8,701 –

  

附註：神威醫藥科技、神威廊坊及神威大藥房均受本公司控股股東的最終控制。

主要管理人員的酬金

主要管理人員為本公司的董事。於期內付予彼等的酬金詳情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短期福利 7,272 3,222
離職後福利 45 36

  

7,317 3,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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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承擔

(a) 經營租約承擔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約未來須支付的最低租約款項
總額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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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20 2,045
第二年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7,450 1,348

  

14,170 3,393
  

經營租約款項指本集團就其若干倉庫、員工宿舍及辦公室應付的租金。租約經協商釐
訂為期一年至三年，租金固定不變。

包括上文所述者，本集團根據與關連方（受本公司控股股東最終控制）的不可撤銷經營
租約未來須支付的最低租約款項總額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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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92 –
第二年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6,889 –

  

11,481 –
  

(b) 資本承擔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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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計入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但已訂約資本開支
 －有關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 169,017 266,228
 －有關收購無形資產 84,000 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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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營業額較去年同期增加0.9%至人民幣
1,109,306,000元。期內各劑型銷售額如下：

銷售額 營業額比例 增長率
    
注射液 人民幣622,126,000元 56.1% -0.9%
軟膠囊 人民幣253,800,000元 22.9% 2.0%
顆粒劑 人民幣193,415,000元 17.4% 5.4%
其他劑型 人民幣39,965,000元 3.6% 1.5%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人民幣385,493,000元，較
去年同期減少4.8%。期內溢利減少主要由於產品售價調整及費用開支增加。

注射液產品

於二零一五年首六個月期間，本集團的注射液產品銷售額為人民幣622,126,000元，較去
年同期減少0.9%。注射液產品於二零一五年首六個月期間佔本集團總營業額56.1%，而
於去年同期則佔總營業額57.1%。二零一五年上半年注射液產品銷售較去年同期減少，主
要是由於清開靈注射液及參麥注射液的銷售較去年同期減少所致。

軟膠囊產品

於二零一五年首六個月期間，本集團錄得軟膠囊產品銷售額人民幣253,800,000元，比去
年同期增加2.0%。主要是藿香正氣軟膠囊之銷售較去年同期有所增加。

軟膠囊產品於二零一五年首六個月佔本集團營業額22.9%，而去年同期為22.6%，預期未
來保持平穩的銷售增長。本集團軟膠囊產品年生產能力達35億粒。本集團相信，以銷售
量及生產能力計，本集團是目前中國最大的中藥軟膠囊生產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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顆粒劑產品

於二零一五年首六個月期間，顆粒劑產品的銷售金額比去年同期增加5.4%至人民幣
193,415,000元，主要是由於小兒安酚黃那敏顆粒及滑膜炎顆粒之銷售較去年同期增加。

於二零一五年首六個月期間，顆粒劑產品佔本集團營業額17.4%，而於二零一四年同期則
佔營業額16.7%。本集團顆粒劑產品年生產能力現達34億袋。本集團相信，以銷售量及生
產能力計，本集團是中國最大中藥顆粒劑產品生產商。

其他產品

於二零一五年首六個月期間，其他產品的銷售金額達人民幣39,965,000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1.5%。主要原因為硬膠囊及軟膏劑產品的銷售較去年同期增加。

未來展望

近年來，醫藥行業穩步增長，隨著醫療改革深化推進，醫保覆蓋率的擴大，藥品質量標
準體系和管理不斷健全，以及國務院出台醫改相關政策促進健康服務業發展，均表明醫
藥行業未來發展前景向好。

隨著國家新版基藥目錄以及各省基藥增補目錄的深入推進，基層醫藥市場持續放量，具
備可持續競爭力的優勢成長企業將迎來快速增長有利時機。但醫藥行業也面臨著諸多不
確定性，包括醫保支付制度改革、藥品降價、藥品招標等方面都將是未來持續存在的影
響行業增長及行業利潤率的主要政策因素。因此，未來醫藥行業發展機遇與挑戰並存。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銀行存款為人民幣2,954,075,000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人民幣2,688,148,000元），其中人民幣2,900,239,000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人民幣2,644,326,000元）以人民幣計值。另外，相當於人民幣44,867,000元、人民
幣8,829,000元及人民幣140,000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34,239,000元、人
民幣9,443,000元及人民幣140,000元）分別以港元、澳元及美元為貨幣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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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首六個月內並沒有參與任何衍生工具的投資。

本公司的董事認為，本集團的財務狀況穩健，有足夠的財務資源應付其未來發展所需。

中期股息
 
董事會決議宣派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每股人民幣11分，合共
人民幣90,970,000元（此乃以於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之827,000,000股已發行股份為基
礎計算）（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人民幣11分，合計人民幣90,970,000
元），將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三十日派付予於二零一五年十月十六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
股東。

上述中期股息將以港元現金支付，並將按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上午十時銀行所報的
電匯兌換匯率（人民幣1元=1.2125港元）由人民幣換算。因此，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三十日
應付的金額將為每股0.1334港元。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截至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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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任何股份。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在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
守則（「守則」）的守則條文，惟下文所述偏離守則條文第A.2.1條之情況除外。

守則條文A.2.1列明董事會主席（「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
兼任。主席與行政總裁之間職責的分工應清楚界定並以書面列載。本公司並無「行政總
裁」職銜。行政總裁的職責由本公司總裁（「總裁」）負責。

李振江先生現身兼主席及總裁兩職，其職責已清楚界定並以書面列載，並獲董事會通
過。按本集團目前的發展情形，董事會認為由同一人身兼主席及總裁，有利執行本集團
的商業策略和發揮本集團的最高營運效益。惟董事會將不時檢討有關架構，當情況合適
時，會考慮作出適當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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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採納了比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的標準守則所訂標準更高的守則作為董事買賣證
券之守則。標準守則內的證券交易禁制及披露規定，適用於個別指定人士，包括本集團
高級管理人員及可接觸本集團股價敏感資料的人士。經向董事明確查詢後，全體董事確
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六個月期間均一直遵守標準守則內有關董事進行
證券交易之規定。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已連同管理層及外聘核數師審閱本集團所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政策及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五年十月十五日至二零一五年十月十六日（包括首尾兩日）期間，暫
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為符合獲派二零一五年中期股息的資格，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
股票，必須於二零一五年十月十四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交回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
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
1712-16號舖，方為有效。

中期報告

二零一五年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並在聯交所網站（www.hkex.com.hk）及本公
司網站(www.shineway.com.hk)刊載。

承蒙各位股東及關心本公司發展人士的大力支持和信賴，以及本集團全體員工的共同努
力，使得本集團業績取得增長。本人謹代表董事會致以謝意。

承董事會命
中國神威藥業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長
李振江

香港，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執行董事包括李振江先生、信蘊霞女士、李惠民先生、李婧彤女
士、王正品博士及陳鍾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包括孔敬權先生、程麗女士及孫劉太先
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