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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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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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cobson Pharma Corporation Limited
雅各臣科研製藥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 2633

(根據開曼群島法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年度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財務摘要

•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二零一七財年」）的收益約
為1,256.0百萬港元，較二零一六年同期約1,083.9百萬港元增加約15.9%。

• 同年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約為179.3百萬港元，較二零一六年同期約145.6

百萬港元增加約 23.1%。

• 董事會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
1.4港仙，總額約為25.4百萬港元（二零一六年：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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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雅各臣科研製藥有限公司（「本公司」或「雅各臣」）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
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報告期」或「二零一七財年」）的經審核綜合年度業績，連同二零一六年同期
的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 1,255,957 1,083,856
銷售成本 (699,069) (596,101)  

毛利 556,888 487,755

其他收入╱（虧損） 4 11,740 (465)
銷售及分銷開支 (145,350) (133,807)
行政及其他營運開支 (188,036) (167,963)  

經營溢利 235,242 185,520

融資成本 5(a) (13,996) (2,523)  

除稅前溢利 5 221,246 182,997

所得稅 6 (39,986) (30,335)  

年內溢利 181,260 152,662  

可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香港境外業務財務報表產生的匯兌差額 (1,845) (2,355)  

其他全面收益 (1,845) (2,355)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179,415 150,307  

以下人士應佔溢利：
本公司股東 179,328 145,610
非控股權益 1,932 7,052  

年內溢利總額 181,260 152,662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股東 177,483 143,255
非控股權益 1,932 7,052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179,415 150,307  

港仙 港仙
本公司股東應佔每股盈利： 7

－基本 11.39 11.13  

－攤薄 11.39 11.13  

向本公司股東應佔年內溢利應付股息之詳情載於附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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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07,672 815,323
租賃土地 48,839 51,418
無形資產 1,056,801 426,681
非流動資產 20,420 27,170
遞延稅項資產 2,423 1,469  

2,136,155 1,322,061  

流動資產
存貨 261,313 196,915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9 201,470 209,957
即期可收回稅項 11,444 10,19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59,685 82,925  

833,912 499,989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0 108,141 104,585
銀行貸款 937,486 439,335
融資租賃承擔 149 692
應付控股方款項 – 36,202
應付股息 – 224,800
即期應付稅項 12,713 11,221  

1,058,489 816,835  

流動負債淨額 224,577 316,84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911,578 1,005,215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承擔 373 522
遞延稅項負債 138,887 48,548  

139,260 49,070  

資產淨值 1,772,318 956,145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1 18,156 13,125
儲備 1,731,247 893,757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總額 1,749,403 906,882

非控股權益 22,915 49,263  

權益總額 1,772,318 956,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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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

本集團的財務報表按照所有適用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此統稱包
括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所有適用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
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及香港公認會計原則編製。

根據於二零一六年三月十八日完成的集團重組（「重組」），本公司成為現時組成本集團的
一組公司的控股公司。本公司註冊成立前，主要業務由 Jacobson Pharma Group (BVI) Limited

（「JPG (BVI)」）及其附屬公司開展。重組完成後，本公司成為本集團的控股公司。由於 JPG 

(BVI)於重組前後均由同一組股權持有人（即岑廣業先生及劉榮雄先生）控制，故本集團的
所有權及業務的經濟實質並無任何變動。重組僅涉及加入並無實質業務的新成立實體作
為 JPG (BVI)（為本集團的原控股公司）的新控股公司。因此，重組已按反向收購相若的原
則入賬，就會計目的而言，JPG (BVI)被當作收購方。已編製及呈列的綜合財務報表為 JPG 

(BVI)綜合財務報表的延續，而 JPG (BVI)的資產及負債按其於重組前的歷史賬面值確認及
計量。

2 會計政策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若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該等修訂於本集團本會計期間首
次生效。該等變動概無對本集團本期間或前期業績及財務狀況的編製或呈列方式造成重
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採用任何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新標準或詮釋。

3 收益及分部報告

(a) 收益

本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及買賣非專利藥及品牌成藥。

收益指向客戶提供貨品的銷售價值減去退貨及銷售回扣，並已扣除任何貿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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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分部報告

本集團按部門管理其業務，而部門則按業務類別組建。按照與出於分配資源以及評
估表現的目的而向本集團最高行政管理人員作出內部報告的資料一致的方式，本
集團呈列以下兩個報告分部。並無彙集經營分部以構成以下可呈報分部。

－ 非專利藥：該分部開發、製造及分銷多種具有不同療效的非專利到期藥物。現
時有關此方面的業務主要在香港進行。

－ 品牌成藥：該分部開發、製造及分銷藥物。現時有關此方面的業務主要在香港
進行。

收益及支出經參考該等分部產生的銷售額及支出或該等分部應佔資產折舊或攤銷
產生的支出分配至可報告分部。

用於報告分部溢利的計量為「經調整EBITDA」，即「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
的經調整盈利」，其中「利息」被視為包括利息收入及利息支出，而「折舊及攤銷」被
視為包括非流動資產的減值虧損。為達致經調整EBITDA，本集團的盈利就不屬於
個別分部業務的非經常項目作出進一步調整。

分部間銷售經參考就類似訂單向外部人士收取的價格定價。

本集團分部資產及負債並無定期向本集團最高營運決策人員報告。因此，可報告資
產及負債並未呈列於財務報表內。

(i) 分部收益及業績

出於資源分配及評估分部表現的目的而向本集團最高營運決策人員提供有關
本集團可報告分部的資料如下。

非專利藥 品牌成藥 總計
截至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 1,097,574 944,753 158,383 139,103 1,255,957 1,083,856      

可報告分部溢利
（經調整EBITDA） 298,545 238,706 30,373 22,491 328,918 261,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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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營界別指香港所有公營界別機構及眾多公營機構及診所。私營界別指非公
營界別客戶，主要包括私營醫院、註冊藥房、私人執業醫生及零售店。

有關本集團於年內按業務分部及市場劃分的收益資料載列如下：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專利藥
公營界別 344,711 303,345

私營界別 752,863 641,408  

非專利藥小計 1,097,574 944,753

品牌成藥 158,383 139,103  

總計 1,255,957 1,083,856  

(ii) 可報告分部收益與損益的對賬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 1,255,957 1,083,856  

溢利

源自本集團外部客戶的可報告分部溢利 328,918 261,197

銀行存款的利息收入 718 8

其他利息收入 1,001 3,169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收益淨額 2,393 –

出售無形資產收益淨額 1,212 –

出售主要管理層保險合約投資收益淨額 5,591 –

上市開支 (22,610) (8,926)

折舊及攤銷 (81,981) (69,928)

融資成本 (13,996) (2,523)  

綜合除稅前溢利 221,246 182,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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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地區資料

下表載列有關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的所在地區資料。客戶所在地區根
據本集團、寄售商或分銷商將貨品分銷予最終客戶的所在地而定。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
香港（營運地） 1,174,942 994,206

中國 31,014 40,850

澳門 30,661 27,743

新加坡 7,935 11,943

其他 11,405 9,114  

1,255,957 1,083,856  

下表載列有關本集團的物業、廠房及設備、租賃土地、無形資產及購買非流動
資產的預付款項（「指定非流動資產」）的所在地區資料。指定非流動資產的地
理位置基於資產的實際所在地（就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租賃土地而言）以及
獲分配的業務所在地（就無形資產及非即期預付款項而言）而釐定。

於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指定非流動資產
香港（營運地） 2,103,052 1,266,309

中國 30,532 37,486

澳門 148 –

新加坡 – 1  

2,133,732 1,303,796  

(iv) 有關主要客戶的資料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客戶群包括一名非專利藥分部
的客戶，與其進行的交易超過本集團收益的10%。向該名客戶銷售非專利藥所
得收益（包括向就本集團所知處於共同控制的實體作出銷售的所得收益）約為
344,711,000港元（二零一六年：303,345,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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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虧損）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佣金收入 523 463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718 8

其他利息收入 1,001 3,169

外匯（虧損）╱收益淨額 (67) 24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淨額 (397) (4,931)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收益淨額 2,393 –

出售無形資產收益淨額 1,212 –

出售主要管理層保險合約投資收益淨額 5,591 –

其他 766 583  

11,740 (465)  

5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經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後達致：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a) 融資成本

銀行貸款及透支 20,466 16,241

融資租賃承擔的融資費用 57 100  

20,523 16,341

減：資本化為在建工程及收購非流動資產
預付款項的利息開支* (6,527) (13,818)  

13,996 2,523  

*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借款成本以年利率3.16%資本化（二零一六
年：年利率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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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b) 其他項目

攤銷
–租賃土地 1,494 1,388

–無形資產 18,223 14,560

折舊 62,264 53,98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虧損 23 66

物業經營租賃費用 64,274 57,939

研發成本（攤銷資本化的開發成本除外） 6,342 5,637

存貨成本 699,069 596,101  

6 所得稅

於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內所得稅指：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年度撥備 30,700 27,463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455) (202)  

30,245 27,261

遞延稅項

暫時性差額的確認及撥回 9,741 3,074  

39,986 30,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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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基本盈利根據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179,328,000

港元（二零一六年：145,610,000港元）計算得出，已發行普通股視作加權平均數的計算方法
如下：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股 千股

普通股的視作加權平均數：

本公司於年初的已發行股份 1,312,500 –

經本公司與 JPG (BVI)的換股影響調整的年初
已發行 JPG (BVI)股份（附註 (i)） – 1,308,646

註冊成立後已發份股份的影響 – 12

收購非控股權益已發行股份影響 – 144

首次公開發售下已發行股份的影響及行使超額配股權 261,961 –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年內
已發行普通股視作加權平均數 1,574,461 1,308,802  

附註：

(i) 有關數目為 JPG (BVI)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已發行的22,000股普通股，經約1股 JPG 

(BVI)股份換59,483.9股本公司普通股的換股比率調整。

每股攤薄盈利根據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 179,328,000港元（二零一六年：145,610,000港元）以
及年內已發行加權平均數為1,574,620,000股普通股（二零一六年：1,308,802,000股普通股）計
算得出。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與用於每股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加權
平均數之間的對賬如下：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股 千股

普通股的視作加權平均數：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年內
已發行普通股視作加權平均數 1,574,461 1,308,802

潛在攤薄普通股的影響
－超額配股權 159 –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年內
已發行普通股視作加權平均數 1,574,620 1,308,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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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本年度應付予本公司股東的股息：

截至
二零一七年

三月
三十一日
止年度
千港元

已宣派並支付中期股息每股0.8港仙（二零一六年：不適用） 14,525
年末後擬派付之末期股息每股1.4港仙（二零一六年：不適用） 25,419 

39,944 

於報告期末後擬派付的末期股息於報告期末尚未確認為負債。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前控股公司 JPG (BVI)於重組完成前宣派
中期股息200,200,000港元。由於股息率及有權收取股息的股份數目就財務報表而言並無
意義，故並無呈列該等資料。

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154,314 108,055

其他應收款項 2,762 3,005

主要管理層保險合約投資 – 58,452

按金及預付款項 44,394 40,445  

201,470 209,957  

賬齡分析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收款項（計入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根據發票日期及扣除呆賬撥備後
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少於一個月 102,616 61,141

一至六個月 51,698 46,604

超過六個月 – 310  

154,314 108,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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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款項 40,894 26,303

應付薪金及花紅 38,793 40,639

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973 8,235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3,326 23,323

預收款項 3,155 6,085  

108,141 104,585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付款項（計入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根據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個月內 21,462 13,441

一至六個月 19,394 12,504

超過六個月 38 358  

40,894 26,303  

11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千股 千港元

法定：

於二零一六年二月十六日（註冊成立日期）、二零一六年及
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普通股 5,000,000 50,000  

已發行：

於二零一六年二月十六日（註冊成立日期） 100 1

就本公司與 JPG (BVI)換股發行普通股 1,308,646 13,086

就收購非控股權益發行普通股 3,754 38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1,312,500 13,125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 1,312,500 13,125

首次公開發售下發行普通股 437,500 4,375

行使超額配股權後發行普通股 65,625 656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1,815,625 18,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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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二月十六日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於註冊成立時，本公司法定股
本為50,000,000港元，分為5,000,000,000股股份。本公司分別向Kingshill Development Limited、
Queenshill Development Limited及Longjin Investments Limited發行及配發51,000股股份、37,000股
股份及12,000股股份。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十八日，本公司分別進一步向Kingshill Development Limited、Queenshill 

Development Limited及Longjin Investments Limited發行及配發667,410,000股股份、484,198,000股
股份及157,038,000股股份以換取在JPG (BVI)的權益。於同日，本公司亦發行及配發3,754,000

股股份予Po Chai Herbal Technology Limited（「PCHT」）的一名非控股股東以換取PCHT（而PCHT

擁有李眾勝堂（集團）有限公司55.2%權益）餘下7.6%的股權。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本公司按每股1.50港元的價格透過全球首次公開發售方式
向香港及國際投資者發行437,5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普通股。該發行所得款項淨額
達620,357,000港元（經扣除股份發行開支35,893,000港元），其中4,375,000港元及615,982,000港
元分別於股本及股份溢價中入賬。

於二零一六年十月六日，本公司按每股1.50港元的價格透過於二零一六年十月三日行使
全球發售項下超額配股權的方式，發行 65,625,000股每股面值 0.01港元的普通股。該發行
所得款項淨額達 95,287,000港元（經扣除股份發行開支 3,150,000港元），其中 656,000港元及
94,631,000港元分別於股本及股份溢價中入賬。

普通股持有人有權收取不時宣派的股息，並有權於本公司大會上按每股一票投票。就本
公司的剩餘資產而言，所有普通股享有同等地位。

12 報告期後非調整事項

於二零一七年四月十日，本集團完成收購康寧行有限公司70%股權，現金代價為56,000,000

港元。管理層現時仍在評估康寧行有限公司於收購日期的可識別資產及負債的公平值，
因此，披露將於綜合財務狀況表各項中確認的金額為不切實際。

於二零一七年四月十九日，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日採納的股份獎勵計劃，
本公司一名執行董事獲授股份獎勵，從而有權自The Jacobson Pharma (PTC) Limited購買合共
6,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本公司普通股。

13 核數師的工作範圍

本集團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執業會計師）已就初步公佈所載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以及其相關附註
的財務數字與本集團本年度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金額進行核對，兩者數字相符。
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工作準則或香港鑒證業務準則，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於此方面進行的工作並不構成審計、審閱及其他鑒證服務，故核數
師並無發表任何鑒證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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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股東函件

各位股東：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雅各臣繼續強化其於非專利藥
及品牌成藥的業務，致力加快研發中的產品開發工作，並進一步鞏固其營運優
勢。我們的使命是締造可持續價值、提升我們營運所在的社區，並就我們所進
行業務為股東創造價值。我們一直採取貫徹的戰略，指引我們踏過增長之路。

我們的戰略框架包括三個主要部分：

i) 透過盡量發揮現有產品組合的潛力，達致內生增長，當中注重銷售及市場
推廣優勢，運用愈趨可掌握的銷售數據，發展有效的目標市場推廣。

ii) 建立品牌成藥的可擴充平台，以帶來穩步增長的收入，且擴闊地域版圖以
進軍新市場，同時進一步開發新產品線的增長潛力；

iii) 通過精心策劃的研究及開發（「研發」）項目，以產品差異化為開發目標，創
造特別配方，使我們更具競爭優勢，並通過建立品牌擴大市場份額。

此戰略方針使我們於業務及各方面營運能帶來良好表現。有賴呼吸系統科及
心血管科藥物銷售凌厲，其銷售額分別增長34%及28%，致令我們的收益及股東
應佔溢利（不包括一次性上市開支）（「經調整股東應佔溢利」）分別為1,256.0百萬
港元及201.9百萬港元，較去年同期上升15.9%及30.7%，反映非專利藥業務的強
勁表現。特定劑型包括括栓劑及灌腸劑亦有強勁表現，較去年同期增長 37%。
在品牌成藥方面，保濟丸通過進入快速增長的中國市場，且其市場據點不斷擴
大，創造穩步增長的趨勢。收購何濟公及十靈油等著名品牌，使我們所提供的
非處方產品更具影響力，並於不少新市場佔一席位。

我們對開發新產品及提高研究及科技水平的投入繼續帶來良好成果。我們位
於香港中文大學校園的新研發中心自二零一六年十一月起開始運作。此中心
給予我們開發製作技術及拓展與其他研究機構進行科研合作的平台。經創新
及科技基金批出資金後，應用近紅外光譜儀技術對藥物粉體混合進行實時監
控及終點判斷 (end-point determination)的項目經已展開。另一有關乾性粉末包衣
技術的項目亦已取得穩定進展。此平台科技旨在運用專利靜電塗層技術，開發
若干優質非專利藥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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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我們與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有限公司（「NAMI」）的合作研究項
目，其成果令人鼓舞，並在近期於日內瓦舉行的第45屆國際發明展覽會上獲得
金牌的榮譽。其中一項以「NanoAZD」為商標的產品已成功自此研究項目進行商
業化，並正申請專利。此技術有助於早期診斷認知障礙症（阿爾茨海默氏 症），
而NanoAZD已在動物測試中取得令人鼓舞的偵測效果。

我們相信，此等發展將令本集團處於更穩健及有利的地位，以緊握未來達致自
身及戰略增長的機遇。

前景

我們要怎樣做才能於千變萬化的本地非專利藥市場保持領先地位？這正是管
理層團隊時刻警醒要處理的問題。打好基礎十分重要，包括維持範疇廣泛的
產品組合、引入新型及升級產品，並在引入專利屆滿的藥物方面早捷先機。當
然，其他關鍵業務運作方面亦同時具迫切性。為保持競爭力，我們必須為建立
強勁的產品品牌準備就緒，並提升產品銷售及市場推廣業務的深度。

培育強勁品牌乃於變化不定的市場致勝的關鍵。本人認為，強勁產品品牌更能
壓倒先驅者的優勢。我們已作好準備，憑藉我們對如保濟丸、何濟公及秀碧除
疤膏等受歡迎產品目前的領先地位，重新分配市場資源及建立專責的品牌管
理團隊，以更有效地共享專才及確保資源得到最佳分配。我們最終目標是建立
一系列品牌成藥的品牌，以於香港、中國及至亞太區其他戰略市場提供強健的
收益來源。

我們集中發展優質及製造高難度的非專利藥的戰略持續取得優良的成果。我們
多項經臨床驗證的抗病毒、心血管科及腸胃科診斷類產品已於二零一七財年
批准推出市場。本人欣然宣佈，我們已取得涵蓋氯沙坦 (Losartan Potassium)、美沙
拉秦腸溶片 (Mesalazine enteric-coated tablet)、熊去氧膽酸溶片 (Ursodeoxycholic Acid 

capsule)及比沙可啶栓劑 (Bisacodyl suppository)等產品的合約。作為我們致力實現
優質非專利產品全面市場潛力的計劃部分，我們的目標是於截至二零一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二零一八財年」）推出等同暢銷藥的自家品牌非專利
藥，包括恩替卡韋 (Entecavir)、瑞舒伐他汀 (Rosuvastatin)及塞來昔布 (Celecoxib)。憑
借我們的市場優勢及於公營界別的卓越往績，我們深信發展優質非專利藥，對
於我們是一項有利的策略。



– 16 –

就我們的品牌成藥而言，因應委聘雲南白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及珠海市金明
醫藥有限公司為分銷商，我們在中國擴大普濟丸市場的計劃正積極進行。該兩
間知名分銷商於銷售品牌成藥方面擁有豐富經驗及網絡，故我們保持樂觀，相
信對與該兩間分銷商組成的戰略關係，將有力開拓普濟丸在中國非處方藥的
銷售潛力。

在我們將業務據點擴展至中國及澳門等鄰近市場之同時，我們亦正致力開拓
若干策略性挑選的亞洲市場，並與透過組成合作聯盟關係發掘市場潛力。我們
矢志在亞洲執行業務擴展計劃，期望可在二零一八財年下半年向各股東匯報
實質進展。

縱使我們在二零一七財年取得穩健扎實業績表現，但我們同樣為迎接業務增
長及發展機遇感到雀躍。

鳴謝

本人謹此感謝各員工及董事仝人的貢獻，並為 閣下作為股東對本公司未來發
展一直滿有信心表示致謝。

末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就二零一七財年宣派末期股息每股1.4港仙（二零一六年：不適用），
惟須待股東於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七年九月八日（星期五）舉行的應屆股東週年大
會上批准，而有關股息預期將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八日（星期四）（即釐定股
東收取擬派末期股息資格的記錄日期）派付予於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五日（星期
五）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經計及已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日派付的中
期股息每股0.8港仙，於二零一七財年的股息總額為每股2.2港仙（二零一六年：
不適用）。

雅各臣科研製藥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岑廣業

謹啟

香港，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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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非專利藥

於二零一七財年，本集團非專利藥業務收益為1,097.6百萬港元，較截至二零一六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二零一六財年」）增加 16.2%。非專利藥分部的收
益增長乃由於公營及私營界別的銷售額及客戶基礎有所擴張，且新製造廠房
產能有所提高所致。來自公營界別的收益錄得增長13.6%至344.7百萬港元，主
要由於本財政年度的新招標開始供貨及各醫院現有合約物資需求增加，加上
由於市場份額有所增加及新推出產品落實銷售，令來自私營界別的收益增長
17.4%至752.9百萬港元。

心血管及中樞神經系統治療等次界別的市場預計將受隨著人口結構變化而持
續增長。針對心血管症狀的常見藥物類別包括β－受體阻斷劑、鈣通道阻滯劑、
血管緊張素轉化酶抑制劑、血管緊張素Ⅱ受體拮抗劑及使用量逐漸增加的他
汀類藥物，將在產品組合中發揮重要作用。本集團在多項治療類藥物擁有穩固
市場地位，特別是心血管藥的收益於二零一七財年以相對較強幅度增長27.9%

至135.3百萬港元，而於二零一六財年同期則為105.8百萬港元。

憑藉我們在香港的卓越地位及全面的產品組合，本集團亦旨在將此成功業務
模式重複應用於中國及澳門。澳門方面，我們已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成立銷售
辦事處，以準備就緒借助我們的銷售及市場推廣經驗，通過我們本身的銷售團
隊銷售非專利藥及品牌成藥。我們將繼續擴充產品組合，並拓展我們的市場覆
蓋範圍，從而發揮市場上的銷售潛力。

擴充產能以滿足市場需求

為應對需求增長，我們早於二零一三年起設計及建造的新生產設施已於二零
一六年九月獲批出正式生產牌照，已予投產。該PIC/S（藥品稽查會議及藥品稽
查合作組織）認證新製造廠房配備新式的儀器與先進的生產設備，從而提供高
效率及產能的生產平台。該新設施將令本集團固體及液體劑型的產能分別大
幅提升超過130%及40%。

於二零一七財年，我們所有生產單位均有效運作，產量穩步上揚。我們製造超
過2,608百萬顆片劑及膠囊、超過2,719千公升口服液及超過 217噸乳膏產品，較
二零一六財年分別上升 20.4%、25.6%及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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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乃香港唯一活躍及持續生產數種藥物劑型（包括無菌滴眼液、栓劑、灌腸
劑及注射劑）的非專利藥供應商。我們新PIC/S認證無菌滴眼液生產設施已獲批
准並投入營運，自二零一六年十月開始營運以來，已生產約1.5百萬瓶滴眼液產
品並推出市場。該新設施將使本集團無菌滴眼液產能增加逾一倍。

於二零一七財年，我們新收購的業務美達藥廠有限公司（「美達」）及嘉倫藥業有
限公司擁有各種劑型獨立生產設施，通過製造及供應不同類型的產品提供即
時支援，亦已提高我們的整體產能，以應對本集團的業務發展。舉例而言，美
達自二零一六年十一月納入我們的生產系統以來，已為本集團半固體劑型及
液體劑型的總產量分別貢獻 9.0%及6.9%。

有賴上述生產設施的添置，我們將能實現足夠產能，於未來數年有效支援可預
見的業務增長。此外，利用規模經濟對現有設施持續優化生產規劃及流程，我
們將能進一步改善營運效率及削減成本。

市場推廣及銷售

在繼續提升我們的銷售能力及卓越營運方面，我們已展開建立一項流動客戶關
係管理（「客戶關係管理」）系統的先進項目，旨在改造及提升我們與客戶連繫，
發掘業務機會及提供服務等能力，並大大提高其效率、簡化度、整合度及透明
度。

根據我們的實施計劃，該項目的第一階段將於二零一七年第四季度完成。在以
雲端計算技術作支援下，此先進的客戶關係管理系統將增強銷售、市場推廣及
支援團隊之間的同步工作，並將銷售及客戶數據剖析得更深入及更廣闊，從而
大幅提高銷售效率及生產力。

品牌成藥

本集團致力落實建立區域認可的品牌藥物組合及可擴充銷售平台的戰略，進
一步滲透香港、中國及亞太區內其他戰略性地域的非處方藥物市場。

於二零一七財年，本集團已對在亞洲區擁有廣泛市場據點的著名家居藥品品
牌進行多項戰略收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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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收購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我們收購歷史悠久的品牌何濟公。是次收購促使我們以何
濟公專營權沿非處方藥渠道提供種類繁多的品牌成藥。知名產品包括何濟公
止痛退熱散及何濟公止痛退熱片。何濟公品牌源於一九三零年代，並於香港、
中國及東南亞市場的止痛藥類別享有極高的品牌知名度及穩固市場地位。此
舉憑藉其現時於品牌成藥組合上早已扎根的市場據點，為本集團開闢新一輪
商機，擴大其地域覆蓋面及分銷網絡。何濟公的品牌在香港享負盛名且歷史悠
久，與保濟丸不相伯仲。本集團預期可透過藉該品牌及本公司預期取得盈利受
惠，加強其財務狀況，並透過綜合產能締造成本協同效應。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本集團收購家喻戶曉的品牌十靈丹、十靈油及傷風克。該
等品牌在香港、中國及多個海外市場華人消費者中的知名度極高。是次收購可
加強本集團的戰略，以取得在戰略上可配合其長遠業務發展的品牌及業務，同
時提高其於亞太區主要戰略市場的地域覆蓋面。

由於二零一七財年進行多項收購，本集團的品牌成藥組合現包括保濟丸、何濟
公止痛退熱散、唐太宗活絡油、飛鷹活絡油、十靈丹、十靈油及傷風克等品牌。

該等品牌均受消費者高度讚揚，並佔據重要市場地位，從而為本集團管理的市
場推廣及分銷資源締造可持續的協同效應。

此外，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三月公佈，其收購零售及批發營運商康寧行集團的
70%權益，此屬一項為拓寬分銷其品牌成藥的渠道而進行的戰略舉措。除借助
康寧行集團的成熟銷售及分銷平台以加快本集團品牌成藥業務的增長及加深
滲透中國市場外，透過康寧行集團的零售及批發活動，我們將能夠獲得第一手
市場資訊，對於把握市場機遇及新產品開發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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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推廣及銷售

於二零一七財年，本集團品牌成藥分部的總收益為158.4百萬港元，較二零一六
財年的139.1百萬港元增加 13.9%。

於報告期內，在整體經濟及尤其是零售業一片放緩的情況下，本集團繼續加大
力度進行品牌成藥業務的品牌管理、市場推廣及銷售。

保濟丸在香港的銷售額於二零一七財年達到74.2百萬港元，較二零一六財年增
加22.3%。保濟丸銷售額的增長，實有賴我們成功持續進行市場推廣及品牌建
立活動，以加強其作為深受家庭信賴的純中藥腸胃藥品的競爭優勢，提升其形
象以打入更廣泛及更年輕的消費群體，再加上我們強勁銷售及分銷支援結合
而成。

因應普濟丸於中國最近獲取的非處方藥分類地位，我們已於二零一六年十一
月與兩名信譽良好的中國分銷商訂立新戰略分銷協議。雲南白藥集團股份有
限公司的一間附屬公司已獲委任為普濟丸於雲南省的分銷商，而珠海市金明
醫藥有限公司亦已獲委任為我們於廣東省的分銷商。與分銷商合作進行的相
關市場及業務發展活動已積極展開。借助保濟丸品牌的高知名度，加上我們中
國分銷夥伴的廣泛網絡及豐富經驗，我們深信，普濟丸在中國的銷售滲透率及
市場份額，將隨全面發揮其嶄新非處方藥地位將有所大大提高。

為充分捕捉廣受推祟的品牌成藥在中國跨國電子商務平台的巨大市場潛力，
本集團將投入更多資源於數字市場推廣，培育與目標及知名在線銷售平台營
運商的戰略合作，從而拓寬其於中國內地的銷售渠道及產品滲透率。

憑藉其廣受認可的品牌成藥品牌組合，本集團將致力以品牌特許經營拓展產
品範圍、加強產品種類、擴大客戶群體及深化其於香港、中國及亞太區的非處
方藥品市場的市場滲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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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開發

於二零一七財年，本集團的產品開發計劃取得令人鼓舞的進展。尤以其中一項
針對診斷認知障礙症而開發的創新型納米粒子合作研究項目於第 45屆日內瓦
國際發明展覽會上獲得金牌的榮譽，成為當中的亮點。

於二零一七財年，我們對處於研發階段的產品增加22項新選定產品，並已在香
港成功為11項產品進行註冊。我們亦已為14項產品完成開發程序，並已提交以
待批准。此外，23項產品已完成配方開發程序，目前正進行穩定性研究，將於
完成該穩定性研究後可進行註冊申請。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我們合
共有91項產品正處於研發階段。

研發合作

本集團積極開拓與本地及海外科研機構合作進行技術開發。於二零一七財年，
我們與本地及海外研發機構及公司所進行多項合作項目取得良好進展。

於香港生物科技研究院（「生物科研院」）的全新合作研發中心

雅各臣藥物科研有限公司為本集團於生物科研院的全新合作研發中心，於二
零一六年十一月成立並啟動。此新研發中心配備先進的製造及測試設備，旨在
開發一系列包衣及配方的平台技術，亦應用於優質品牌非專利藥及中成藥。其
亦旨在建立一個側重探求與本地或海外研究機構就生物技術產品進行科學合
作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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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生物科研院的合作項目

創新及科技基金已接納並批准本集團與生物科研院就「應用近紅外光譜儀技術
建立藥物粉體混合終點判定及在線過程監控系統」的合作項目。該項目於二零
一七年三月啟動，將開發製造過程中實時質量控制的技術，旨在提高產品質量
及製造過程的效率。

與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有限公司進行合作

與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有限公司就「用於認知障礙症早期檢測及藥物開發
的納米粒子」進行的合作研究項目自二零一六年六月啟動以來已取得令人鼓
舞的進展及表揚，並於第45屆日內瓦國際發明展上獲得金牌的榮譽。一項以
「NanoAZD」為商標的商業化新產品乃源自該項目，並於二零一七年四月推出，
另於二零一七年二月申請專利。

該項創新產品為一種納米粒子，可穿越血腦屏障，主動與β－澱粉樣蛋白（即早
期認知障礙症的生物標誌物）結合。該技術可於認知障礙症的症狀出現前偵測
出生物標誌物。

該技術的應用亦開啟新技術及衍生產品的開發前景，隨著預期普遍壽命延長，
為不斷增加的認知障礙症患者提供所需病患照顧及管理。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1,839名僱員。於報告期內，本集團員
工成本總額為 377.9百萬港元，相對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
月則為342.9百萬港元。本集團全體僱員已與本集團訂立標準僱傭合約。本集團
僱員的薪酬待遇一般包括以下一項或多項元素：基本薪金、生產力掛鈎獎金及
工作表現掛鈎花紅。本集團根據僱員職位及所屬部門為彼等設定績效指標，並
按照本集團的目標及要求定期檢討彼等的工作表現。相關檢討結果用作釐定
彼等的薪金、花紅獎勵、晉升理據及培訓需要分析。本集團向其僱員提供各類
福利計劃，包括按年遞增年假、退休金、醫療保險及人壽保險。本集團已為其
僱員於中國根據當地勞動法成立工會。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
無遭遇任何曾經或有可能對其業務產生實質影響的罷工事件或與我們的僱員
發生任何勞動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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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高度重視僱員的招聘、培訓及留聘。本集團維持高度招聘標準並提供具
競爭力的薪酬待遇。本集團亦強調僱員培訓及發展。除了以不同技能及知識為
基礎的內部培訓課程外，本集團亦設立培訓資助政策，以鼓勵其僱員參加外界
培訓，以提升其工作職能。

收益

按經營分部劃分的收益

1,097.6,  
87%

158.4,
13%

二零一七財年

非專利藥 品牌成藥

（百萬港元）

總計：
1,256.0

944.8,
87%

139.1,
13%

總計：
1,083.9

非專利藥 品牌成藥

二零一六財年
（百萬港元）

收益較二零一六財年增長172.1百萬港元或15.9%，原因為非專利藥及品牌成藥
收益分別增加152.8百萬港元及19.3百萬港元，兩個分部分別佔收益比例分別為
87%及13%。

非專利藥分部收益增長反映公營及私營界別所得收益有所增加，分別為41.4百
萬港元及 111.4百萬港元。公營界別收益的增長主要由於對口服糖尿藥及心血
管科藥品需求增加，以及新中標及收購自美達的產品貢獻所致。私營界別的增
長主要反映平均售價的增長以及收購美達的額外收益。

品牌成藥分部收益增長主要由於保濟丸銷售額增加以及收購何濟公所致，而
部分增長因飛鷹活絡油銷售疲弱所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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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地區劃分的收益

1,174.9,
94%

31.0,
2%

30.7,
2%

19.4,
2%

總計：
1,256.0

二零一七財年
（百萬港元）

香港 中國 澳門 其他

994.2,
92%

40.9,
4%

香港 中國 澳門 其他

27.7,
2%

21.1,
2%

總計：
1,083.9

二零一六財年
（百萬港元）

香港繼續為主要收益來源，佔總收益 94%，貢獻收益增長為 180.7百萬港元。中
國內地的收益減少9.9百萬港元，主要由於更換中國保濟丸分銷商導致銷售出
現真空期，加上飛鷹活絡油銷售額疲弱所致。澳門的收益增長主要由於收購何
濟公及非專利藥的銷售基礎有所擴闊所致。其他海外市場所得收益輕微下跌
主要由於新加坡銷售額下跌，而其跌幅因美利堅合眾國及泰國的收益增長所
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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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 成本

277.2,
40%

227.0,
33%

材料成本 員工成本 其他生產成本 

194.9,
27%

總計：
 699.1

二零一七財年
（百萬港元）

228.5,
38%

191.0,
32%

176.6,
30%

總計：
   596.1

二零一六財年

材料成本 員工成本 其他生產成本 

（百萬港元）

材料成本繼續成為銷售成本的主要組成部分，為銷售總成本貢獻約40%。 

員工成本增加36.0百萬港元或18.8%，反映員工人數有所增長，主要由於大埔工
業邨的新生產廠房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開始投產所致。

其他生產成本增加主要反映額外折舊及攤銷，以及因新生產廠房開始投產而
使用消耗品以及收購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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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溢利

二零一六財年 二零一七財年 二零一六財年
（經調整）

二零一七財年
（經調整）

經營溢利
一次性上市開支

100  

120  

140  

160  

180  

200  

220  

240  

260  

280  

185.5

235.2

185.5

194.4

257.8

8.9
235.2

22.6

（百萬港元）

經營溢利（不包括一次性上市開支）（「經調整經營溢利」）由194.4百萬港元增加63.4

百萬港元或32.6%至257.8百萬港元。經營溢利有所增長主要由於毛利增加69.1百
萬港元，並同時因銷售及分銷開支以及行政及其他營運開支分別增加11.5百萬
港元及20.0百萬港元所抵銷。經營溢利亦受惠於出售其他非流動資產收益9.2百
萬港元。

銷售及分銷開支增加主要反映物流業務的員工成本及租賃開支有所增加，以
及攤銷收購所得無形資產所致。

行政及其他營運開支增加主要由於本公司首次公開發售於二零一七財年產生
的一次性上市開支 22.6百萬港元（二零一六財年：8.9百萬港元）以及主要由年內
收購產生的其他法律及專業費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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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增加主要反映銀行貸款結餘增加，加上由於大埔工業邨新廠房的建
築工程於其開始投產後竣工致令利息停止資本化的影響所致。

所得稅

所得稅增加主要反映所產生所得除稅前溢利較高。實際稅率增加乃由於財政
年度內產生不可扣除上市開支所致。

股東應佔溢利

二零一六財年 二零一七財年 二零一六財年
（經調整）

二零一七財年
（經調整）

股東應佔溢利
一次性上市開支

100  

120  

140  

160  

180  

200  

220  

145.6

179.3

145.6

154.5

201.9

8.9 179.3

22.6

（百萬港元）

股東應佔溢利增加反映經營溢利的增長受額外融資成本及所得稅所抵銷。經
調整股東應佔溢利增加 47.4百萬港元或30.7%至201.9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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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物業、廠房及設備增加主要反映收購美達及何濟公所產生的添置。

無形資產

無形資產增加主要反映年內因業務合併確認無形資產。

存貨

存貨增加主要反映收購美達及何濟公後新增的存貨以及產能有所提升後的存
貨增加。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反映本公司首次公開發售的所得款項及銀行貸款增加，
而有關增幅受所得款項主要用於併購所抵銷。

銀行貸款

銀行貸款增加反映主要用作併購的銀行貸款及資本投資有所增加，而有關增
幅受償還年內若干銀行貸款所抵銷。



– 29 –

所得款項用途

本公司首次公開發售集資所得款項淨額695.5百萬港元（包括由包銷商行使超額
配股權的所得款項98.4百萬港元，並已扣除我們就首次公開發售支付的包銷費
用、佣金及開支）。下表載列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的擬定所得款項用
途及實際使用情況：

擬定用途

截至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的實際使用

情況
千港元 千港元

收購－擴展非專利藥及品牌成藥業務 139,108 138,933
收購－擴大分銷網絡 104,331 8,000
收購－無形資產 69,554 69,000
資本投資－提昇製造廠房及設施 113,197 101,300
資本投資－兩間指定自動生產設施 12,000 12,000
擴大生物等效性臨床研究 94,331 4,676
與生物科研院建立合作研發中心 10,000 1,533
市場推廣及廣告宣傳 83,465 13,808
一般營運資金 69,554 58,524  

695,540 407,774  

企業管治摘要

本集團致力於維持高水準的企業管治以保障股東權益及加強企業價值及責任。
本公司已採納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企業管治守則」）作為其本身的
企業管治守則。

自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一日（「上市日期」）起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本
公司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的所有守則條文，並採納其中大多數最佳常規，惟下
列條文除外：

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職責應有區分，且
不應由同一人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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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岑廣業先生擔任本公司董事會主席兼行政總裁，因此並無載列主席與行
政總裁職責劃分的書面職權範圍。董事會認為，岑先生為本集團創辦人，自本
集團成立以來一直管理本集團的業務及整體策略規劃，由岑先生擔任主席及
行政總裁的職責對本集團的業務前景及管理有利，可確保本集團貫徹的領導，
令本集團整體的策略規劃更有效益及效率。董事會亦認為，現行安排不會損害
權力與權限之間的平衡，而此架構將令本公司能夠迅速及有效率地作出及推
行決策。

董事會將繼續檢討，並於顧及本集團整體情況後，於適當時候考慮將董事會主
席與本公司行政總裁的職責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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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其本身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經向董事作
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均確認彼等自上市日期起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標準。

審核委員會

董事會已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楊俊文先生
（主席）、周喜林教授及林烱堂醫生組成。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包括檢討及監
督本集團的財務報告程序、內部監控及風險管理系統、編製財務報表及內部監
控程序。審核委員會亦就有關集團審核範圍內的事宜擔當董事會與外部核數
師的重要橋樑。審核委員會已連同本公司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於報告期內的年
度業績。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上市日期起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概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刊載二零一七年年度業績公告及二零一七年年報

本 年 度 業 績 公 佈 刊 登 於 聯 交 所 網 站 (www.hkexnews.hk)及 本 公 司 網 站
(www.jacobsonpharma.com)。載有上市規則規定所有資料的二零一七年年報將登
載於聯交所及本公司各自的網站，並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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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

為確定本公司股東出席應屆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其預期將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八日（星期五）舉行，並於會上投票的資格，本公司將自二零
一七年九月五日（星期二）至二零一七年九月八日（星期五）（包括首尾兩日）暫停
辦理股東登記手續，期間將不會辦理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所有過戶文件連同
有關股票須於二零一七年九月四日（星期一）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本公司香
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
和中心22樓，以辦理登記手續。

為確定本公司股東收取末期股息的資格，本公司將自二零一七年九月十四日
（星期四）至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五日（星期五）（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東登記
手續，期間將不會辦理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三日（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本公司香港股份過
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22

樓，以辦理登記手續。

承董事會命
雅各臣科研製藥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黃偉明

香港，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岑廣業先生（亦為主席兼行政總裁）、嚴振亮
先生及潘裕慧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周喜林教授、林烱堂醫生及楊俊文先生；
及非執行董事林誠光教授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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