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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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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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455）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摘要

在上半年度的收入總額約為 102,500,000港元，與去年同期 66,500,000港元比較，上
升 54.2%。

上半年度之股東應佔溢利為 2,8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錄得本公司股東應佔
虧損 8,900,000港元。

本集團之財務狀況維持穩健，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銀行結餘及現金約為
463,3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384,200,000港元）。

期內天大藥業引入上海醫藥成為第二大股東，雙方建立戰略夥伴關係。

天大藥業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或天
大藥業）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四
年同期的比較數字。該等業績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本集團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及其它全面收益表、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
狀況表及下文呈列之解釋附註乃摘錄自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而該等資料由本公司的獨立核數師德
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 2410號「實
體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資料的審閱」進行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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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它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收入 3 102,473,766 66,462,426
銷售成本 (43,551,826) (34,456,333)  

毛利 58,921,940 32,006,093
其它收入 5,115,296 7,215,682
其它收益及虧損 (750,112) 849,140
分銷及銷售支出 (26,539,028) (21,492,157)
行政支出 (26,183,611) (30,832,549)
研發成本 (776,208) (818,100)  

除稅前溢利（虧損） 9,788,277 (13,071,891)
所得稅（支出）抵免 4 (3,085,515) 1,792,963  

本期間溢利（虧損） 5 6,702,762 (11,278,928)

其它全面（支出）收益
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839,695) (679,487)
不會重新分類為損益之項目：
換算為呈列貨幣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16,872,387) 3,817,826  

本期間全面（支出）收益總額 (11,009,320) (8,140,589)  

本期間溢利（虧損）歸屬於：
本公司股東 2,793,354 (8,926,311)
非控股權益 3,909,408 (2,352,617)  

6,702,762 (11,278,928)  

本期間全面（支出）收益總額歸屬於：
本公司股東 (13,511,977) (6,130,391)
非控股權益 2,502,657 (2,010,198)  

(11,009,320) (8,140,589)  

港仙 港仙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 7 0.14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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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 161,553,742 168,057,695
預付租賃款項 9 121,584,086 84,763,880
商譽 10 108,916,370 111,615,489
無形資產 11 65,130,373 73,039,524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按金 945,863 1,250,347  

458,130,434 438,726,935  
流動資產
存貨 37,184,174 38,584,028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及其它應收款 12 48,760,301 55,274,130
預付租賃款項 9 3,916,173 3,165,017
可收回稅項 72,137 1,081,837
銀行存款 13 319,585,533 225,818,701
銀行結餘及現金 13 143,676,942 158,366,450  

553,195,260 482,290,163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它應付款 14 76,858,701 82,754,970
政府補助－即期部份 123,320 126,119
應付一間關連公司款項 16 1,447,573 1,355,935
應付非控股股東股息 28,017,794 –
應付稅項 10,265,228 6,673,647  

116,712,616 90,910,671  
流動資產淨值 436,482,644 391,379,49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894,613,078 830,106,427  
非流動負債
政府補助－非即期部份 996,835 1,082,524
遞延稅項負債 34,956,601 40,615,967  

35,953,436 41,698,491  
資產淨值 858,659,642 788,407,936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5 215,063,588 187,011,816
儲備 610,047,003 542,331,932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825,110,591 729,343,748
非控股權益 33,549,051 59,064,188  
權益總額 858,659,642 788,407,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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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
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
規定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基準（如適用）編製。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
及計算方式與本集團編製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全年財務報表所
依循者貫徹一致。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與編製本集團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有關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及新詮釋：

香港會計準則第 19號修訂本 界定福利計劃：僱員供款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週期對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之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週期對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之年度改進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上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新修訂本對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所報告的金額及╱或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述的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3. 收入及分部資料

本公司為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部表現而向本公司董事總經理（即主要營運決策者）
呈報的資料集中說明已交付之貨物類別。本集團專注於醫藥生物業務，而主要營運
決策者全盤審閱該業務的財務表現以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本集團僅有一個營運
分部。此外，主要營運決策者認為，因主要營運決策者以本集團為整體監察資產及
負債較具效率及效益，故按經營分部呈列資產及負債並無意義。因此，並無呈列分
部資產及負債。

以下為本集團的收入及業績分析：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外部 102,473,766 66,462,426
  

分部溢利（虧損） 10,251,760 (8,764,859)

其它收入 3,206,731 3,728,713
其它收益及虧損 (96,506) 855,421
未分配支出 (6,659,223) (7,098,203)  

本期間溢利（虧損） 6,702,762 (11,278,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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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分部的會計政策與本集團的會計政策相同。分部溢利（虧損）指分部所賺
取╱產生的除稅後溢利（虧損），未經分配中央行政成本、董事薪金、若干其它收入以
及其它收益及虧損。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而言，此乃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呈報的計
量方式。

4. 所得稅（支出）抵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港元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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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16,317) (321,505)
中國一間附屬公司所分派股息之中國預扣稅 (3,424,397) –

遞延稅項：
本期間 4,755,199 2,114,468  

(3,085,515) 1,792,963  

本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且毋須繳納任何所得稅。

於兩個期間內，香港利得稅按估計應課稅溢利以稅率16.5%計算。由於本集團於
兩個期間並無在香港產生或來自香港的應課稅溢利，故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除本集團之附屬公司雲南盟生藥業有限公司（盟生藥業）及天大藥業（珠海）有限
公司（天大藥業（珠海））外，本集團中國附屬公司的稅率為 25%。

盟生藥業於昆明經濟開發區成立。根據中國相關的法律及法規，盟生藥業參與
中國西部開發，故於兩個期間內享有優惠稅率15%。天大藥業（珠海）符合高新技術企
業資格，獲得相關稅務機關批准適用的稅率寬減至 15%，為期三年，直至二零一五
年為止。

於兩個期間內，適用於天大藥業（澳大利亞）有限公司（天大藥業（澳大利亞），本
公司於澳大利亞成立及營運的附屬公司）的企業稅率為 30%。由於本集團在兩個期
間並無在澳大利亞產生應課稅溢利，故並無作出澳大利亞所得稅撥備。

5. 本期間溢利（虧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間溢利（虧損）已扣除（計入）：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4,757,788 2,500,888
攤銷
－無形資產 5,966,188 6,078,245
－預付租賃款項 1,572,001 1,574,539

撇銷無形資產 8,775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639,845 6,978
銀行利息收入 (3,184,460) (4,565,065)
外匯虧損（收益）淨額 101,492 (85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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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股息

本公司董事（董事）議決不派發兩個期間之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發末期股息。本公司已於
二零一四年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就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發末期
股息每股 0.24港仙。於去年中期期間已付╱應付本公司股東末期股息合共為 4,488,284
港元。

7.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

本公司股東應佔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虧損）
本公司股東應佔本期間溢利（虧損） 2,793,354 (8,926,311)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所用之已發行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949,828,114 1,870,118,160  

由於本公司於兩個期間內均無任何已發行具攤薄作用的股份，故並無呈列每
股攤薄盈利（虧損）。

8.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金額為 2,544,508港元（截至二零
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0,256,588港元）。

9. 預付租賃款項

於本中期期間，天大藥業（珠海）收購中國廣東省珠海市一幅土地的土地使用
權，代價（包括土地印花稅）為人民幣 33,304,109元（相當於約 41,724,015港元）。本集團擬
在該土地興建的設施將用於本集團醫藥生物及保健產品業務的研究、生產及銷售。
該幅新收購的土地按中期租賃持有，租期 50年。

位於中國的中期租賃土地的預付租賃款項於 40至 50年期內在損益賬解除。



– 7 –

10. 商譽

盟生藥業
天大藥業
（珠海）

天大藥業
（澳大利亞） 總額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成本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6,674,893 102,387,438 2,555,867 111,618,198
匯兌調整 24,413 388,990 (416,112) (2,709)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6,699,306 102,776,428 2,139,755 111,615,489

匯兌調整 (148,708) (2,369,461) (180,950) (2,699,119)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6,550,598 100,406,967 1,958,805 108,916,370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為數 108,916,370港元（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111,615,489港元）的商譽及為數 65,130,373港元（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73,039,524港
元）的無形資產已分配至三個（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三個）現金產生單位：(1)盟
生藥業、(2)天大藥業（珠海）及 (3)天大藥業（澳大利亞）。所有公司均從事醫藥生物產
品及保健產品銷售業務。

盟生藥業的現金產生單位

來自盟生藥業的現金產生單位可收回金額按使用價值計算方法釐定。使用價
值計算方法採用的現金流量預測以管理層所批准涵蓋五年期間的財務預算及除稅
前折現率 12.32%（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12.32%）計算。該現金產生單位於五年期
間後的現金流量均採用 3%的穩定增長率推算。主要假設為按以往表現及管理層對
市場發展的預期所釐定的預算收入及毛利率。

由於該現金產生單位的可收回金額（即使用價值）超過賬面值（包括商譽），故兩
個期間並無就該現金產生單位計提減值。董事相信，任何該等假設可能出現的任何
合理變動不會導致現金產生單位的賬面總值超出其可收回金額總額。

天大藥業（珠海）的現金產生單位

來自天大藥業（珠海）的現金產生單位可收回金額按使用價值計算方法釐定。使
用價值計算方法採用的現金流量預測以管理層所批准涵蓋五年期間的財務預算及
除稅前折現率 13.66%（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13.66%）計算。該現金產生單位於五
年期間後的現金流量均採用 3%的穩定增長率推算。主要假設為按以往表現及管理
層對市場發展的預期所釐定的預算收入及毛利率。

由於該現金產生單位的可收回金額（即使用價值）超過賬面值（包括商譽及無形
資產），故兩個期間並無就該現金產生單位計提減值。董事相信，任何該等假設可能
出現的任何合理變動不會導致現金產生單位的賬面總值超出其可收回金額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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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大藥業（澳大利亞）的現金產生單位

來自天大藥業（澳大利亞）的現金產生單位可收回金額按使用價值計算方法釐
定。使用價值計算方法採用的現金流量預測以管理層所批准涵蓋五年期間的財務
預算及除稅前折現率 15.67%（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15.67%）計算。該現金產生單
位於五年期間後的現金流量均採用 3%的穩定增長率推算。主要假設為按以往表現
及管理層對市場發展的預期所釐定的預算收入及毛利率。

由於該現金產生單位的可收回金額（即使用價值）超過賬面值（包括商譽及無形
資產），故兩個期間並無就該現金產生單位計提減值。董事相信，任何該等假設可能
出現的任何合理變動不會導致現金產生單位的賬面總值超出其可收回金額總額。

11. 無形資產

商標
執照及
許可證 總計

港元 港元 港元

成本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6,616,786 98,432,731 105,049,517
匯兌調整 (1,080,799) (74,594) (1,155,393)
添置 21,516 25,263 46,779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5,557,503 98,383,400 103,940,903
匯兌調整 (469,656) (2,320,465) (2,790,121)
撇銷 (5,800) (4,080) (9,880)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5,082,047 96,058,855 101,140,902   

累計攤銷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 18,888,242 18,888,242
匯兌調整 – (102,601) (102,601)
本年度撥備 – 12,115,738 12,115,738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 30,901,379 30,901,379
匯兌調整 – (855,933) (855,933)
本年度撥備 – 5,966,188 5,966,188
撇銷 – (1,105) (1,105)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 36,010,529 36,010,529   

賬面值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5,082,047 60,048,326 65,130,373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5,557,503 67,482,021 73,039,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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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 執照及許可證 總計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天大藥業（珠海） – – 59,254,349 66,370,893 59,254,349 66,370,893
天大藥業（澳大利亞） 5,082,047 5,557,503 793,977 1,111,128 5,876,024 6,668,631      

5,082,047 5,557,503 60,048,326 67,482,021 65,130,373 73,039,524
      

天大藥業（珠海）已取得用於製造及銷售藥物及藥品的藥品生產執照及許可證。
執照及許可證由廣東省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出，須每五年續期，惟毋須支付龐大
費用。攤銷撥備乃為於執照及許可證的估計可使用年期八年內使用直線法撇銷執
照及許可證成本。

天大藥業（澳大利亞）已取得用於製造及銷售保健產品的許可證。許可證由澳大
利亞藥品管理局批出，須每年續期，惟毋須支付龐大費用。攤銷撥備乃為於許可證
之估計可使用年期五年內使用直線法撇銷許可證成本。

商標包括天大藥業（澳大利亞）持有的多個品牌名稱，讓本集團可以該等品牌名
稱生產產品。由於預計商標可無限期為本集團貢獻現金流入淨額，故被視為具有無
限可使用年期。因此，除非釐定其可使用年期有限，否則商標不會予以攤銷。

有關無形資產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的減值測
試詳情於附註 10披露。

12.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及其它應收款

本集團給予介乎 60天至 180天的信貸期予其貿易客戶。根據發票日期（與各自的
收入確認日期相若）所呈列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於報告期末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60天內 23,175,160 19,670,279
61至 90天 6,382,749 7,463,637
超過 90天 12,729,171 20,428,592  

42,287,080 47,562,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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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銀行存款、銀行結餘及現金

銀行存款包括原到期日為七天至三個月（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一至三個
月）之短期定期存款按市場年利率介乎0.26%至4.10%（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0.26%
至 3.43%）計息。

銀行結餘按介乎 0.01%至 0.35%（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0.01%至 0.35%）之市場
浮動年利率計息。

14. 應付賬款及其它應付款

購貨信貸期介乎60天至90天。根據發票日期所呈列應付賬款於報告期末的賬齡
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賬款
60天內 9,747,740 7,688,100
61至 90天 2,988,653 3,192,095
超過 90天 6,631,196 9,024,517  

19,367,589 19,904,712  

15.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港元

每股面值 0.10港元之普通股

法定：
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經審核）及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4,000,000,000 400,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1,870,118,160 187,011,816
發行新股份（附註） 280,517,724 28,051,772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2,150,635,884 215,063,588  

附註： 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日，本公司與認購方就認購合共280,517,724股新股份訂
立認購協議，每股認購股份之認購價為0.39港元，總代價為109,401,912港元。該
項認購事項已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十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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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應付一間關連公司款項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結餘 1,447,573 1,355,935  

本集團的應付一間關連公司（為本公司的同系附屬公司）款項屬貿易性質，因購
買醫藥生物產品的包裝物料而產生。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三月
三十一日，整筆款項的賬齡為 90天內。該款項為無抵押、不計息及附有 90天的信貸
期。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天大藥業主要致力於研究開發、生產和銷售醫藥、生物科技和保健產品。公
司總部設在香港，在中國珠海市及昆明市建立了研發中心和製藥基地，分別從事
化學藥和中藥、生化藥和生物製品的研發和生產；在中國深圳市設立了營銷公
司，負責天大藥業在中國的市場銷售和品牌建設；在澳大利亞設立了全資附屬公
司，負責天大藥業在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南太平洋國家的產品開發和市場銷售；
在香港設立了全資附屬公司，負責天大藥業在港澳台地區及其它國際市場的藥
品和保健品銷售。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上半年度），天大藥業錄得綜合收入約
102,500,000港元，與截止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去年同期）約 66,500,000港
元比較上升54.2%，其中盟生藥業的收入貢獻約佔天大藥業總收入36.7%。毛利由去
年同期 32,000,000港元增加約 84.1%至 58,900,000港元。盟生藥業毛利較高的注射用腦
蛋白水解物重新投放市場，使天大藥業整體毛利率由去年同期的 48.2%上升至上
半年度的57.5%。天大藥業上半年度扭虧為盈，錄得除稅後溢利6,700,000港元，而去
年同期則為虧損 11,300,000港元。

天大藥業（珠海）業績繼續錄得增長，銷售收入由去年同期的 58,600,000港元增
加至 63,700,000港元，增長 8.7%。其中以 "托恩 "系列產品（布洛芬混懸液及滴劑）的銷
售增長較為突出，銷售量較去年同期上升 43.0%，銷售收入由去年同期 16,500,000港
元增加至上半年度 23,000,000港元，該公司整體毛利率亦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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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生藥業完成改擴建工程後，於二零一五年一月成功獲得中國新版GMP證書，
生產及銷售穩步恢復，上半年度錄得銷售收入 37,6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 6,600,000
港元大幅增加 469.2%。毛利率從去年同期 43.4%上升至 64.6%。

天大藥業（中國）有限公司（天大藥業（中國））通過遍佈國內主要省區及城市的
專業營銷團隊和分銷網絡，全力協助盟生藥業拓展市場。隨著盟生藥業恢復生產
和銷售，天大藥業（中國）於上半年度錄得經營溢利 2,200,000港元，扭轉去年同期經
營虧損 1,200,000港元的狀況。

天大藥業（澳大利亞）及天大藥業（香港）有限公司（天大藥業（香港））分別錄得經
營虧損約 2,700,000港元及 2,0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經營虧損分別為4,000,000港元及
700,000港元。其中原因是兩公司加大了對 "和谷 "系列保健產品的市場投入，以進一
步拓展消費市場。

天大藥業上半年度的行政費用由去年同期 30,800,000港元減少 15.1%至 26,200,000
港元，主要原因是盟生藥業去年同期停產，期間在行政費用中列賬了若干間接製
造成本。該部份費用今次重新分配至銷售成本中，使天大藥業分銷及銷售支出由
去年同期 21,500,000港元增加至 26,500,000港元。

天大藥業上半年度的其它收入為 5,1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 7,200,000港元減少
29.1%。主要原因是中國人民銀行於上半年度內多次調低人民幣存款息率，加上人
民幣匯率於上半年度溫和下降，使天大藥業上半年度的銀行利息收入僅為3,200,000
港元，而去年同期為 4,600,000港元。同時，上半年度盟生藥業獲得政府研發及生產
補助約 450,000港元，去年同期為 1,360,000港元。

總體來說，上半年度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為2,800,000港元，相當於每股基本盈
利0.14港仙，去年同期則錄得股東應佔虧損8,900,000港元，相當於每股虧損0.48港仙。

天大藥業財務穩健，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持有約463,300,000港元銀行存款
及現金，無對外借貸；二零一五年八月配售及發行新股份予上海醫藥集團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醫藥）後，進一步加強了財務實力，充足的現金結餘為公司業務和投
資發展及資本運作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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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受全球宏觀經濟變化、中國醫藥政策改革、經營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響，醫
藥行業競爭愈發激烈，總體增速放緩。天大藥業採取多項措施積極應對，及時調
整營銷策略，加大市場拓展力度，並加強資本運作，努力尋求合作及投資發展機
會。期內，天大藥業引入上海醫藥作為第二大股東並與其建立戰略合作夥伴關
係，雙方正就市場銷售、研發生產及資本運作等方面開展緊密合作。天大藥業還
與諸多國際領先醫藥公司探討合作，以進一步擴大業務範疇，提升投資收益。公
司近期擬對國外多個癌症腫瘤治療標靶藥物的研發項目進行投資。

天大藥業（珠海）

天大藥業（珠海）為天大藥業設立在珠海市的研發中心及製藥基地。公司以
"創新與專業化 "為管理主題，在通過澳大利亞TGA及中國新版GMP認證的基礎上，
全面進行員工培訓，逐步推動落實標準化與自動化工作，切實加強企業創新管理
水平，為公司進一步發展積蓄力量。期內，公司若干產品（"托恩 "布洛芬混懸滴劑、
"托平 "纈沙坦膠囊、鹽酸氨溴索糖漿、脂康顆粒等）被列入新版中國藥典，"托恩 "
布洛芬混懸滴劑新規格 15ml處方版上市，為提高該系列產品市場佔有率創造了有
利條件。

期內，心腦血管用藥纈沙坦膠囊製備工藝獲得中國發明專利授權，專利有效
期20年，這將為公司未來的增長提供持續動力。此外，公司根據市場需求，繼續加
大新產品研發力度，以豐富現有產品組合，同時加快推進糖尿病用藥及哮喘病用
藥等項目，為公司業務發展增加後勁。

盟生藥業

盟生藥業為天大藥業設立在昆明市的研發中心及製藥基地。期內，通過國家
新版GMP認證的凍乾粉針新生產綫已順利投產，8月份達到年產3,500萬支的設計產
能，比改造前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可以滿足不斷增長的銷售需求。公司不斷完善
內部管理，產品工藝方面明顯提升，產品收率比歷史最佳水平提高了13.75%，產品
質量更有保障。新生產綫已通過烏克蘭以歐盟標準進行的GMP現場審計，待註冊
通過後產品即可出口到烏克蘭等歐洲國家。

期內，公司已完成 1個凍乾粉針 6類新藥研究項目的實驗室小試工作，準備進
行中試放大，同時正在開展腦蛋白水解物小容量注射劑標準提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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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大藥業（中國）

天大藥業（中國）為天大藥業設立在深圳市的中國營銷中心，負責在中國的市
場銷售和品牌建設。期內，在中國醫藥產業增長放緩的大環境下，營銷團隊發揮
主打品種注射用腦蛋白水解物的產品及品牌優勢，實現了銷售的恢復性增長；另
一方面，面對日益加劇的產品招標壓力，公司持續加強口服製劑在連鎖藥店及醫
療終端的推廣，逐步培育 "托恩 "布洛芬系列及 "托平 "纈沙坦膠囊兩大品牌，實現銷
售穩步增長。此外，"和谷 "系列保健產品已陸續進入國內市場，其中 "超級麥盧卡 "
純天然蜂蜜系列產品頗受歡迎，市場潛力巨大。

天大藥業（澳大利亞）

天大藥業（澳大利亞）為天大藥業設立在澳大利亞悉尼的南太平洋營銷中心，
負責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南太平洋國家的產品開發和市場銷售。期內，公司根據
市場需求，及時調整品牌運營及銷售策略，重點經營 "和谷 "系列保健產品，除了繼
續利用原有分銷網絡外，逐步引入新的合作夥伴，如澳大利亞同仁堂連鎖店等；
同時開拓海外銷售渠道，"和谷 "系列保健產品於 9月份首次出口至中東市場。

此外，針對快速增長的中國消費者需求，公司正抓緊開發各類適銷新產品，
並通過跨境電商及互聯網營銷等新的商業模式儘快搶佔中國市場。

天大藥業（香港）

天大藥業（香港）為天大藥業設立在香港總部的國際營銷中心，負責在港澳臺
地區及國際市場的藥品、保健品銷售。期內，公司努力開拓 "和谷 "系列保健產品
的銷售渠道，與港匯購、綠盈坊、健怡坊等建立合作關係，目前已覆蓋港澳地區
近 200個銷售網點，預計明年可達到 500個銷售網點。以 "和谷 "為域名的電商平台
(www.herbvalley.com) 7月份正式啟用，實現O2O運營，結合綫上綫下的推廣活動，力求
短時間內提升 "和谷 "在港澳臺及海外的品牌知名度。公司也大力拓展脂康顆粒等
藥品在港澳的市場銷售，並已取得初步成效。

國際市場方面，注射用腦蛋白水解物在印度的市場銷售額又創新高，在格魯
吉亞的註冊工作已完成，烏克蘭的註冊工作即將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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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天大藥業將努力把握利好政策及市場機遇，適時調整銷售策略，推動營銷模
式持續變革和創新，進一步提升產品銷售量和品牌知名度；通過自主研發及項目
合作，不斷加大產品開發力度，逐步豐富產品綫；強化內部管理，嚴格控制成本，
全力提高效益。

天大藥業將繼續加強與上海醫藥等戰略合作夥伴的精誠合作，努力實現優勢
互補，發展共贏；繼續推動與國際領先醫藥公司的深度合作，不斷提升自身技術
水平和競爭力；繼續加大投資發展力度，儘快促成包括癌症腫瘤治療標靶藥物、
國際先進醫療器械在內的多個投資和合作項目，增大投資收益及形成新的增長
點，加快實現 "百億百年 "階段性經營目標。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的流動資金狀況維持穩健。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
及銀行結餘約為 463,3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384,200,000港元），其中
約 23.7%及 76.2%分別以港元及人民幣計值，其餘則以澳元、歐元及美元計值。於回
顧期間，本集團並無向外借貸。基於其穩健的財務狀況，本集團具備充足的財務
資源應付其責任及日常營運需求。

匯率風險

本集團絕大部份資產、負債及交易以港元、人民幣、美元及澳元計值。

本集團於以其功能貨幣人民幣以外貨幣計值的海外業務進行銷售及投資。因
此，本集團面對若干外幣風險。管理層不時釐定適當措施，例如訂立遠期貨幣合
約，以減低以人民幣以外貨幣計值的重大交易匯率波動風險。於二零一五年九月
三十日，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遠期貨幣合約以對沖其外幣風險。

資產押記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已抵押若干銀行存款（二零一五年三月
三十一日：無），以就授予本公司的銀行融資提供擔保。銀行融資於截至二零一五
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尚未提取。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中國及澳大利亞聘用約 439名僱
員。本集團按照市場條款、有關僱員的資歷及經驗釐定僱員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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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遵守在上市規則附錄十四
所載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企業管治守則），惟自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起至二
零一五年八月二日期間偏離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第A.2.1條除外。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角色須分開。於
二零一五年八月三日前，方文權先生為本公司的董事長兼董事總經理。經考慮本
集團業務運作及規模，董事會認為方文權先生同時出任本公司的董事長及董事
總經理乃屬可予接受並符合本集團的最佳利益。然而，為提高本公司的企業管治
水平，方文權先生不再擔任本公司的董事總經理，而執行董事施少斌先生獲委任
為本公司的董事總經理，自二零一五年八月三日起生效。繼方文權先生辭任及施
少斌先生獲委任為本公司的董事總經理後，本公司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的所有
適用守則條文。

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
則（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準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
後，彼等均確認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均一直遵守標準守則。

審核委員會審閱中期業績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現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一名非執行董事組成。審核
委員會已與本公司管理層及本公司獨立核數師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
例，並討論有關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審閱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承董事會命
天大藥業有限公司

董事長
方文權

香港，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方文權先生（董事長）、施少斌先生（董事
總經理）、劉會疆先生和呂文生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沈波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
則為林日輝先生、趙崇康先生和趙 華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