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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經營業績

收益 66,288 58,725

毛利 36,087 30,493

除稅前溢利 10,656 8,324

期內溢利 7,818 6,147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7,818 5,701

經調整純利* 13,295 10,178

盈利能力

毛利率 54.4% 51.9%

純利率 11.8% 10.5%

經調整純利率* 20.1% 17.3%

於 於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美元 千美元
   

資產

資產總值 284,307 279,161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48,787 40,486

總債務** 235,520 238,675

現金及銀行結餘 40,731 41,653

* 經調整純利及經調整純利率等詞彙並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下界定的財務計量。有關該等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計量的定義，請參閱本中期

報告「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經調整純利及經調整純利率」。

**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一年內應付的來自股東的免息貸款的賬面值為143,024,000美元，已於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九日本公司上市後

以投資金額146,920,000美元資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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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sram Medical Ltd董事會欣然提呈本中期報告，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統稱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報告期間」）未經審

核綜合中期業績。

產品出售所得收益為61.6百萬美元，較二零一六年同期

增加14.8%，主要由於無創醫療美容產品出售收益增長。

提供服務及其他所得收益為4.7百萬美元，較二零一六年

同期減少7.1%。

報告期間，本集團錄得除稅前溢利10.7百萬美元及母公

司擁有人應佔溢利7.8百萬美元，分別較二零一六年同期

增加28.0%及37.1%。除稅前溢利及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

利增加主要由於業務穩定發展及銷售結構進一步優化。

報告期間，本集團錄得經調整純利13.3百萬美元，較

二零一六年同期增加30.6%。報告期間經調整純利率為

20.1%，較二零一六年同期增加16.2%。

報告期間，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量淨額為9.3百萬美元，

較二零一六年同期增加42.4%。本集團盈利能力及營運質

素獲進一步改善。

報告期間，本集團持續增加研發投資。研發投資總額為

4.8百萬美元，較二零一六年同期增加1.3百萬美元或

38.4%，主要由於就研發活動採購更多原材料及生產原型

帶動成本上升。

首次公開發售及所得款項淨額

本公司股份於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九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上市」），標誌著本集團業務

發展的主要里程碑。有關本公司首次公開發售，本公司

88,000,000股新股份以發售價每股8.88港元發行及配發。

本集團從首次公開發售籌集所得款項淨額約688.7百萬港

元（約88.3百萬美元）（於任何超額配股權獲行使前），將按

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九月五日的招股章程披露的所得

款項用途使用。

業務回顧

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本公司的醫療美容治療業務持續受

惠於四款新應用端頭的推出，及醫療美容治療受注視獲認

可的程度增加。

報告期間，收益較二零一六年同期增加12.9%至66.3百

萬美元。本集團的收益來源如下：(i)產品出售及 (ii)服務

及其他。產品進一步分類為：(i)無創醫療美容產品及 (ii)

微創醫療美容產品。本集團近乎所有產品均為用於醫療美

容器械的能量源醫療美容器械及配套產品。本集團直接向

醫療美容機構及向轉售本集團產品予醫療美容機構的分銷

商銷售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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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下半年的業務展望

於二零一七年下半年，本集團將繼續致力於提供以最新臨

床研究及嶄新科技為基礎、符合成本效益及高效的系統的

使命、堅持「改善生活質素」的企業哲學，並盡力抓緊廣泛

美容及手術市場機遇，以專注內生增長的發展策略、向外

擴張及綜合增長，且加大力度收購及整合本地及海外優質

美容及手術生產公司。

於二零一七年下半年，本集團將繼續專注於創新及發展，

並致力發展策略性產品。本集團將積極尋求併購機會。

‧ 本集團擬擴展其在美國、德國及印度的銷售渠道及

全球分銷網絡。

‧ 本集團擬在其治療系統使用雲技術發展分析能力，

並連接至其資訊科技系統。

‧ 本集團擬升級在其印度和德國直銷市場的現有服務

中心或建立新服務中心。

‧ 本集團擬升級和重新分配其生產線，以（其中包括）

提高效率和增加產量，以及隨著技術演進加強其開

發和生產更先進產品的能力。

‧ 本集團擬開發及擴充其微創醫療美容產品線，以利

用其現有的微創醫療美容技術治療額外的非醫療美

容適應症，例如直腸學等各式門診適應症的醫療美

容器械。我們擬於二零一八年完成開發相關產品。

‧ 本集團擬增加臨床研究的經費。

‧ 本集團擬加強監管能力。

財務回顧

報告期間，本集團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編製的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及基本財務業績概要如

下：

報告期間，除稅前溢利及本集團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

10.7百萬美元及7.8百萬美元，分別較二零一六年同期增

加28.0%及37.1%。

收益

報告期間，本集團收益增加7.6百萬美元，較二零一六年

同期增加12.9%。

報告期間，本集團的收益來源如下：(i)產品出售；及 (ii)

服務及其他。產品出售所得收益為61.6百萬美元，較二零

一六年同期增加14.8%。服務及其他所得收益為4.7百萬

美元，較二零一六年同期減少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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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成本

報告期間，本集團銷售成本從二零一六年同期28.2百萬美

元增加7.0%至30.2百萬美元。

毛利及毛利率

報告期間，本集團毛利從二零一六年同期30.5百萬美元

增加18.3%至36.1百萬美元。報告期間毛利率增加至

54.4%，二零一六年同期毛利率為51.9%，主要由於銷售

結構優化所致。

銷售及分銷開支

報告期間，本集團銷售及分銷開支從二零一六年同期10.1

百萬美元增加16.6%至11.8百萬美元，主要由於無創醫

療美容產品銷量增加及廣泛市場擴張。

行政開支

行 政 開 支 主 要 包 括 (i)收 購Alma Lasers Ltd.（「Alma」）

（「Alma收購」）產生的無形資產攤銷；(ii)已向並非從事生

產、研發或銷售及營銷活動的僱員支付的薪酬；(iii)已付

專業費及行政成本；(iv)與營運設施有關的費用；(v)上市

開支；及 (vi)其他雜項開支。

報告期間，本集團行政開支從二零一六年同期4.9百萬美

元增加22.8%至6.0百萬美元，主要由於報告期間產生的

上市開支1.2百萬美元。

研發開支

報告期間，本集團研發開支從二零一六年同期3.5百萬美

元增加38.4%至4.8百萬美元。本集團研發開支主要包括

研發團隊成員的薪酬、研發工作所用材料成本及有關法規

合規及註冊專利及商標的開支。報告期間，所有研發開支

乃於產生期間入賬，且並無將之資本化。

報告期間，本集團研發開支佔報告期間收益7.3%。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主要包括銀行貸款利息及發行予當時現有股東的

免息長期資本票據應付利息（「資本票據」）。報告期間及二

零一六年同期的融資成本維持穩定。

所得稅開支

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適

用於本公司的以色列企業所得稅稅率分別為24.0%及

25.0%。本集團的各實體乃按其地方稅體系計算的獨立業

績繳稅。

本公司主要營運附屬公司Alma Lasers Ltd.根據一九五九

年《資本投資鼓勵法》(Law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Capital 

Investments, 1959)（於二零一一年修訂，「投資法二零

一一年修訂案」）獲授「優先企業」地位，故於報告期間享有

以色列16%的優惠企業所得稅稅率。

所得稅開支從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2百

萬美元增加30.4%至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8百萬美元，主要由於除稅前溢利增加。

本集團的報告期間實際稅率為26.6%（截至二零一六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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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溢利

就上述原因，報告期間，本集團期內溢利從二零一六年同期6.1百萬美元增加27.2%至7.8百萬美元。本集團於報告期

間及二零一六年同期的期內純利率分別為11.8%及10.5%。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報告期間，本集團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從二零一六年同期5.7百萬美元增加37.1%至7.8百萬美元。於二零一六

年六月二十六日，本公司已收購Alma非控股股東所持的全部餘下股份。由於該項交易，截至本報告日期，本公司持有

Alma的全部股份。

經調整純利及經調整純利率

本集團經調整純利的計算方式為將期內溢利加回 (a)因Alma收購產生其他無形資產攤銷；(b)因資本票據產生的估算利

息開支（於上市完成後獲償付）；(c)就上市產生的開支（一次性性質）；(d)來自關聯公司收購貸款產生的融資成本將於上

市後償還及不再欠付；及 (e)其他無形資產產生的遞延稅項負債，乃主要與Alma收購相關。本集團經調整純利率的計算

方式為將經調整純利除以收益。

由於此項財務計量透過剔除本集團認為並非反映日常經營表現或本集團預期於上市後不會發生的項目的影響以評估本

集團的財務表現，故本集團呈列此項財務計量。

經調整純利一詞並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下界定的財務計量。使用經調整純利具有作為分析工具的重大限制，因為其中

不包括影響期內純利的全部項目。自經調整純利剔除的項目在理解及評估本集團經營及財務表現時屬重要組成部分。

下表將期內經調整純利調整為按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計算和呈列的最具直接可比性的財務計量方法，即期內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期內溢利 7,818 6,147

就以下項目所作調整：

 Alma收購產生的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2,446 2,449

 資本票據估算利息開支 2,112 2,061

 上市開支 1,189 —

 來自關聯方貸款的利息開支 170 —

 減：因其他無形資產而產生的遞延稅項 (440) (479)

經調整純利 13,295 10,178

經調整純利率 20.1%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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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結構、流動資金及資金來源

流動負債淨額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負債總額從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38.7百萬美元減少至235.5百萬美元，顯示

並無明顯變動。流動負債總額從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7.0百萬美元增加至191.9百萬美元，而非流動負債總額

從191.7百萬美元減少至43.6百萬美元，故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的流動負債淨額為91.6百萬美元，而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流動資產淨額為48.0百萬美元。由流動資產淨額轉為流動負債淨額乃主要根據與股東免息貸款有關

的資本票據條款，貸款於二零一八年五月須按要求償還，故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重新分類為流動負債而非非流動

負債。由於資本票據已於上市後資本化，因此不會影響本集團於上市後的流動資金或財務狀況。

槓桿比率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槓桿比率為77.8%（負債淨額除以總權益加負債淨額的比率計算得出），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槓桿比率為81.8%。負債淨額包括計息銀行借款、資本票據及來自關聯方的貸款減去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總權

益包括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及非控股權益。資本票據已於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九日上市後資本化。

利息覆蓋

報告期間，利息覆蓋為4.8倍（EBITDA（息稅折舊攤銷前盈利）除以融資成本計算得出），二零一六年同期則為4.2倍。利

息覆蓋增加主要因為本集團報告期間的EBITDA較二零一六年同期14.6百萬美元增加17.0%至17.1百萬美元。

可動用融資

本集團並無任何未動用銀行融資。此乃由於本公司的借款主要用作Alma收購及本集團以往利用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撥付

其營運。

利率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浮息）為43.0百萬美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8.9百萬美元）。

尚未償付債務的期限結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一年內 23,135 22,091

一年至兩年 14,870 13,995

兩年至五年 15,009 22,677
   

總計 53,014 58,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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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品及抵押資產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三日，本公司訂立一項貸款協議，據此，與銀行訂立無條件擔保協議，據此本公司向銀行授出及

質押本公司全部資產的持續抵押權益。此外，本公司向銀行授出及質押Alma全部已發行及發行在外股份及對本公司不

時變動的全部現時及未來資產的浮動押記；本公司亦同意不出售、過戶、轉讓、按揭、質押、租賃、授出任何資產的

抵押權益或設置產權負擔。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已兌現前述所有財務契諾。

現金流量

本集團現金流量主要用於應付資本需求、償付利息及到期債務本金、支付採購及資本開支以及為本集團設施及業務的

發展及擴充提供資金。下表載列本集團報告期間及二零一六年同期的經營活動、投資活動及融資活動所得（或所用）現

金流量。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量淨額 9,339 6,556

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淨額 5,813 1,195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7,759) (7,95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淨額 7,393 (200)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8,105 19,256

匯率變動影響淨額 (320) (93)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5,178 18,963
   

資本承擔及資本開支

報告期間，本集團資本開支為2.4百萬美元，主要包括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其他無形資產。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資本承擔。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或然負債。

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報告期間，本集團並無進行任何重大收購或出售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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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

外匯匯率波動

本集團的功能貨幣為美元且大多數銷售所得款項均以美元計值。然而，我們亦在全球以數種其他貨幣收到收益；如歐

元，及主要以以色列新謝克爾產生成本。此外，若干海外附屬公司的功能貨幣為美元以外的貨幣，包括以歐元及印度

盧比。於報告期間末，該等實體的資產及負債按報告期間末當時的匯率換算為美元，而其損益表按期內加權平均匯率

換算為美元。因此，本集團的經營業績對外幣匯率變動十分敏感。

我們自二零一四年起正式設立對沖管理架構，我們的對沖交易主要由財務部管理。透過分析我們的貨幣資產負債表及

外匯市場走勢，我們不時訂立遠期合約以減低匯率波動的不利影響。

利率波動

本集團以動用定息及浮息債務的策略管理其利息成本。本集團面對的市場利率變動風險主要與本集團的浮息債務責任

有關。

潛在風險

I. 市場風險

全球醫療美容治療市場面臨激烈競爭。本集團的產品面對的競爭來自私人及公眾公司提供的能量源醫療美容設

備，該等公司專門從事開發及營銷能量源醫療美容器械。更多的競爭對手或會進入該市場，而本集團未來有可能

與新公司進行競爭。優於本集團技術的新技術或會被開發出來並進行商業化。新市場進入者或現有競爭對手或會

開發與本集團產品展開直接競爭的產品。倘該等競爭對手能更好地開發及營銷美容器械，或開發更加有效及╱或

價格更低的產品而使本集團的器械過時或喪失競爭力，或部署更多或更有效的營銷及銷售資源，本集團的業務將

會受損而本集團的商機將會減少或消失。

II. 業務及營運風險

能量源醫療美容器械的設計原本複雜且需要持續的定期維護。該等產品技術複雜性、供應商製造工藝變更、供應

商及分包商無意使用有缺陷或被污染的材料以及多項其他因素，均可能會制約本集團實現可接受產品可靠性的能

力。此外，本集團的產品使用第三方供應商供應的部件及子組件生產，可能存在缺陷。因此，倘發生問題，可能

難以識別問題產生的根源。即使產品並無缺陷，使用本集團的其中一款產品進行治療亦存在對終端用戶造成人身

傷害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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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政策

下表載列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按職能劃分的僱員人數：

職能 僱員人數
  

高級行政 1

經營 145

研發 57

銷售 86

物流 20

營銷 17

財務 19

行政 7
  

總計 352
  

僱員薪酬包括基本薪酬及表現薪酬。表現薪酬經參考本集團僱員表現評核後釐定。本公司透過清晰釐定以定位為本的

表現目標及制定表現標準，客觀評估僱員表現。落實僱員薪酬表現相關部分的獎罰機制，本公司得以同時為僱員提供

激勵及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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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5 66,288 58,725
銷售成本 (30,201) (28,232)
    
毛利 36,087 30,493
其他收入及收益 5 1,376 280
銷售及分銷開支 (11,821) (10,135)
行政開支 (5,971) (4,861)
研發開支 (4,818) (3,482)
其他開支 (642) (529)
融資成本 7 (3,555) (3,442)
    
除稅前溢利 6 10,656 8,324
所得稅開支 8 (2,838) (2,177)
    
期內溢利 7,818 6,147
    
下列各項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7,818 5,701
 非控股權益 — 446
    

7,818 6,147
    
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

 期內溢利（美仙） ９ 3.51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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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 7,818 6,147
   
其他全面收入

將於其後期間重新分類至損益的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483 (32)
   
將不會於其後期間重新分類至損益的其他全面收入：

界定福利計劃的重新計量虧損 — (120)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扣除稅項 483 (152)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8,301 5,995
   
下列各項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8,301 5,549
 非控股權益 — 446
   

8,301 5,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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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六月三十日

於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廠房及設備 10 2,455 2,353
商譽 108,351 108,351
其他無形資產 66,579 67,092
遞延稅項資產 6,503 6,259
其他非流動資產 136 138
    
非流動資產總值 184,024 184,193
    
流動資產

存貨 26,921 21,955
貿易應收款項 11 28,327 28,207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4,182 2,966
衍生金融工具 122 187
現金及銀行結餘 12 40,731 41,653
    
流動資產總值 100,283 94,968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3 9,631 7,372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4 157,026 15,209
計息銀行借款 15 13,120 12,246
來自關聯方的貸款 16 10,015 9,845
應付稅項 2,138 2,300
    
流動負債總額 191,930 46,972
    
流動（負債）╱資產淨額 (91,647) 47,99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92,377 232,189
    
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借款 15 29,879 36,672
遞延稅項負債 12,207 12,613
遞延收入 723 634
其他長期負債 781 141,784
    
非流動負債總額 43,590 191,703
    
資產淨值 48,787 40,486
    
權益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2 2
儲備 48,785 40,484
    
權益總額 48,787 40,486
    

劉毅 Lior Moshe DAYAN

董事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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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賬 其他儲備 匯率波動儲備 保留盈利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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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 2 999 17,263 (551) 22,773 40,486
       
期內溢利 — — — — 7,818 7,818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 — — 483 — 483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483 7,818 8,301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2 999* 17,263* (68)* 30,591* 48,787
       

* 該等儲備賬目包括綜合財務狀況表內的儲備48,785,000美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0,484,000美元）。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份 匯率 非控股

股本 溢價賬 其他儲備 波動儲備 保留盈利 總計 權益 權益總額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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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2 999 17,075 (341) 14,810 32,545 — 32,545
         

期內溢利 — — — — 5,701 5,701 446 6,147

年內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 — — (32) — (32) — (32)

界定福利計劃的重新計量虧損 — — — — (120) (120) — (120)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32) 5,581 5,549 446 5,995

重新分類一家附屬公司

 嵌入認沽期權的非控股權益 — — — — — — (446) (446)

一家附屬公司嵌入認沽

 期權的非控股權益的

 公平值調整 — — 205 — — 205 — 205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2 999 17,280 (373) 20,391 38,299 — 38,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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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經營所得現金 13,082 9,175
已付所得稅 (3,743) (2,619)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量淨額 9,339 6,556
    
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已收利息 207 140
購買廠房及設備項目 (461) (445)
添置其他無形資產 (1,933) —

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的定期存款減少 8,000 1,500
    
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淨額 5,813 1,195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償還銀行貸款 (7,177) (6,393)
收購非控股權益 — (169)
已付利息 (1,302) (1,190)
結算外匯遠期合約所得款項 720 115
派付予一家附屬公司非控股股東的股息 — (314)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7,759) (7,95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淨額 7,393 (200)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8,105 19,256
匯率變動影響淨額 (320) (93)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5,178 18,96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分析

於綜合現金流量表列賬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5,178 18,963
長期銀行貸款的保證金銀行結餘 53 51
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的定期存款 15,500 18,500
    
於綜合財務狀況表列賬的現金及銀行結餘 40,731 37,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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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資料

Sisram Medical Ltd（「本公司」或「Sisram」）為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五日根據以色列國法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位於以色列凱撤利亞工業區Halamish大街14號，郵編38900。

本公司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於報告期內，本公司的附屬公司（連同本公司，稱為「本集團」）主要從事設計、開

發、製造及銷售能量美容醫學及微創醫療美容治療系統。

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七日，本公司收購Alma Lasers Ltd.（「Alma」）95.16%的股權，該公司為一家於以色列凱撒
利亞註冊成立的全球性醫療技術公司。更多詳情載於招股章程「歷史及公司架構」一節「復星醫藥集團收購本集團」

一段。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本公司收購Alma非控股股東所持的全部餘下股份（「餘下股份」）。由於該項交
易，截至本報告日期，本公司持有Alma的全部股份。

本公司股份於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九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上市」）。

2.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的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及截至二零一七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報告期」）的相關中期簡明綜合損益表、全面收益表、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乃根據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批准的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所規定的所有資料及披露，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的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按美元呈列，且除非另有所指，否則所有價值均約整至最接近千位（千美元）。

3. 主要會計政策

編製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的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的年度財務報表所使用者一致，惟採納下述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除外。

本集團已就目前期間的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首次採納下列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國際會計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計劃

國際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就未變現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修訂本）
 （包括於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六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披露於其他實體的權益

採納上述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該等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構成重大財務影響，亦無對該等中期簡明綜

合財務報表應用的會計政策構成重大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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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分部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的經營活動乃與單個經營分部有關，經營分部為設計、開發、生產及銷售能量源醫療美容及

微創醫療美容治療系統。因此，並無按經營分部呈報分析。

5. 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益指扣除退貨、貿易折扣及所提供服務價值後所售貨品的發票淨額。

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銷售貨品 61,575 53,653
服務及其他 4,713 5,072
   

66,288 58,725
   
其他收入及收益

銀行利息收入 185 155
匯兌收益淨額 602 107
不合資格作為對沖的外匯遠期合約公平值收益 589 18
   

1,376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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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所售存貨成本 21,409 19,380
服務及其他成本 8,792 8,852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的薪酬）：

 工資及薪金 10,077 8,722
 界定福利計劃成本 421 348
   

10,498 9,070
   
研發開支：

 當期開支 4,818 3,482

上市開支 1,189 —

核數師薪酬 127 117
經營租賃下的最低租賃付款 830 782
折舊（附註10） 430 369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2,446 2,449
存貨減值撥備 337 258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305 271
匯兌差額淨額 (602) (107)
   

7.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貸款及借款的利息 1,443 1,381
長期免息資本票據的估算利息 2,112 2,061
   

3,555 3,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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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

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適用的以色列企業所得稅率分別為25.0%及24.0%。
集團內各實體按其本地稅務系統計量的單獨業績繳稅。

因於報告期內Sisram並無賺得應課稅溢利，故Sisram本身無需計提所得稅撥備。其他地區應課稅收入的稅項已按
本集團經營所在國家的通行稅率計算。

本公司主要營運附屬公司Alma Lasers Ltd.根據一九五九年《資本投資鼓勵法》(Law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Capital 
Investments, 1959)（於二零一一年修訂，「投資法二零一一年修訂案」）獲授「優先企業」地位，故於報告期內享有
16%的優惠企業所得稅稅率。

Alma Lasers Inc.的收入按駐在國美國的稅法繳稅。於報告期末，Alma Lasers Inc.有累計經營虧損淨額可獲美國聯
邦所得稅退稅。

Alma Lasers GmbH（於德國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的收入按駐在國德國的稅法繳稅。於報告期內，收入按15%的固
定企業所得稅稅率繳稅，亦須繳納15.65%的適用額外貿易所得稅。

Alma Lasers AT GmbH（於奧地利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的收入按駐在國奧地利的稅法繳稅。於報告期內，收入按
25%的固定企業所得稅稅率繳稅，亦須繳納適用的額外貿易所得稅。

Alma Medical Private Limited（於印度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的收入按駐在國印度的稅法繳稅。於報告期內，收入按
30.9%的企業所得稅稅率（根據一九六一年所得稅法並非固定稅率但包括多項扣減╱減免╱退稅）繳稅，亦須根據
上述一九六一年所得稅法的條文繳納預扣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 3,488 2,521
遞延 (650) (344)
   
期內稅項開支總額 2,838 2,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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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金額乃基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及期

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222,948,648股（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22,948,648股）計算。

每股基本盈利乃基於下列各項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盈利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用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7,818 5,701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股份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用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22,948,648 222,948,648
   

* 基於222,213,648股股份的資本化發行（附註22）自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生效的假設達致。

並無就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每股基本盈利作出調整，原因為本集團於該等期間並

無具潛在攤薄影響的已發行普通股。

10. 廠房及設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報告期初賬面值 2,353 2,054
添置 532 718
報告期內折舊費用 (430) (369)
   
報告期末賬面值 2,455 2,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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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應收款項

於

六月三十日

於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 29,261 29,185
減值 (934) (978)
   

28,327 28,207
   

本集團與客戶的交易條款以信貸為主。普通信用期最多為90天。各客戶有最高信貸限額。本集團致力嚴格控制未
收回應收款項，並設有信用控制部門盡量降低信用風險。高級管理層定期檢討逾期結餘。本集團並無就貿易應收

款項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或其他信貸增級。貿易應收款項乃免息。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收款項的賬齡分析（按發票日期作出並扣除撥備）如下：

於

六月三十日

於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1個月內 12,218 12,361
1至2個月 6,591 6,584
2至3個月 3,414 3,152
3個月以上 6,104 6,110
   

28,327 28,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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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現金及銀行結餘

於

六月三十日

於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綜合現金流量表列賬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5,178 18,105
長期銀行貸款的保證金銀行結餘 53 48
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的定期存款 15,500 23,500
   
於綜合財務狀況表列賬的現金及銀行結餘 40,731 41,653
   

銀行現金基於每日銀行存款利率按浮動利率計息。短期定期存款期限介乎三個月以上至一年內不等，並按各自短

期定期存款利率計息。銀行結餘及有抵押存款存放於近期無違約記錄的信譽良好銀行。

13. 貿易應付款項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付款項的賬齡分析（按發票日期作出）如下：

於

六月三十日

於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1個月內 2,293 3,024
1至2個月 2,566 2,030
2至3個月 4,711 2,318
3個月以上 61 —
   

9,631 7,372
   

貿易應付款項為免息，通常於60天內償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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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於

六月三十日

於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來自客戶的墊款 458 618
工資 4,675 5,217
應計開支 6,084 6,385
遞延保修收入的即期部分 1,579 1,721
一年內應付的來自股東的免息貸款 (a) 143,024 —

其他 1,206 1,268
    

157,026 15,209
    

附註：

(a) 於二零一三年五月，本公司向三名股東發行金額為146,920,000美元的資本票據（「資本票據」）。票據免息，而票據的持有人可於

票據發行日期起五年後隨時要求償還。償還票據排於本公司其他責任之後但優先於清盤時本公司的資產分派。

 本集團初步使用3%的貼現率（即當地金融市場5年長期美元貸款的利率）按現值將資本票據確認為長期負債。原值與現值間的差

額記於儲備，而本公司則於其後年度內使用實際利率法記賬利息開支。

 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將資本票據重新分類為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原因為根據貸款協議，資本票據應於二零一八

年五月按要求償還。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九日，資本票據的所有賬面值已資本化為129,051,352股已發行股份（附註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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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計息銀行借款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實際利率 (%) 到期日 千美元 實際利率 (%) 到期日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即期

6個月
LIBOR+2.75

二零一七年至

二零一八年

13,120 6個月
LIBOR+3.75

二零一七年 12,246

非即期

6個月
LIBOR+2.75

二零二零年 29,879 6個月
LIBOR+3.75

二零二零年 36,672

       
42,999 48,918

       

附註： LIBOR指倫敦銀行同業拆息。

於

六月三十日

於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貸款結餘 43,734 49,857
減：貸款手續費 735 939
   

42,999 48,918
   
就以下各項分析為：

 一年內 13,120 12,246
 第二年 14,870 13,995
 第三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15,009 22,677
   

42,999 48,918
   

(a) 二零一四年五月，本公司自若干銀行獲得銀行貸款82,000,000美元。該筆貸款自二零一四年十月起分十二期每半年償還。二零

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支付9,900,000美元作為提前還款。該貸款由本公司三名股東所持本公司100%股權作抵押。作

為該貸款的一部分，本公司支付協調及安排費2,050,000美元，將於該貸款的年期內攤銷。

(b)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三日，本公司訂立一項貸款協議，據此，與銀行訂立無條件擔保協議，據此本公司向銀行授出及質押本公司

全部資產的持續抵押權益。此外，本公司向銀行授出及質押Alma全部已發行及發行在外股份及對本公司不時變動的全部現時及

未來資產的浮動押記；本公司亦同意不出售、過戶、轉讓、按揭、質押、租賃、授出任何資產的抵押權益或設置產權負擔。於二

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已兌現前述所有財務契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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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關聯方貸款

於

六月三十日

於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復星實業（香港）有限公司 (a) 10,015 9,845
    

附註：

(a) 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本公司按以下條款收到復星實業（香港）有限公司（本公司關聯方）的一筆貸款，總額為9,690,000美

元：

1. 貸款本金按3.5%的年利率計息。

2. 本金額及適用利息將於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一日及不遲於發生下列任何事項起計60日內（以較早者為準）一次性支付：

‧ Sisram在聯交所首次公開發售（「首次公開發售」）圓滿完成；

‧ 無法遵守若干財務契諾。

有關貸款因就首次公開發售選擇提前償還而分類為流動負債。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悉數償還有關

貸款。

17. 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報告期間派付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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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經營租賃安排及承擔

 經營租賃安排

 作為承租人

本集團根據經營租賃安排租賃若干辦公樓、生產廠房及設備及商用車。租賃年期議定為介乎三至十年。

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賃的未來最低租賃付款總額到期情況如下：

於

六月三十日

於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內 3,008 2,554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6,762 7,781
五年後 11,468 9,377
   

21,238 19,712
   

 承擔

除上文詳述的經營租賃承擔外，本集團於報告期末並無任何重大資本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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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關聯方交易

(a) 除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其他部分詳述的交易外，本集團於報告期並無與關聯方進行的交易：

(b) 與關聯方的未清償結餘：

(i) 本公司於報告期末擁有未支付的應付其股東資本票據。

(ii) 本公司的關聯方貸款詳情載於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6。

(c) 本集團主要管理層人員薪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薪金、津貼及實物福利 712 652
與表現掛鈎的獎金 189 189
   
已付主要管理層人員的薪酬總額 901 841
   

20. 按類別劃分的金融工具

於報告期末各類金融工具的賬面值如下：

金融資產

於

六月三十日

於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於初始確認時指定

衍生金融工具 122 187
   
貸款及應收款項

其他非流動資產 136 138
貿易應收款項 28,327 28,207
計入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的金融資產 946 1,400
現金及銀行結餘 40,731 41,653
   

70,140 71,398
   

70,262 71,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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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按類別劃分的金融工具（續）

於報告期末各類金融工具的賬面值如下（續）：

金融負債

於

六月三十日

於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9,631 7,372
計入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的金融負債 150,314 7,653
計息銀行借款 42,999 48,918
來自關聯方的貸款 10,015 9,845
計入其他長期負債的金融負債 — 140,912
   

212,959 214,700
   

21. 金融工具的公平值及公平值層級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公平值與其各自賬面值相

若。

管理層已評估，現金及銀行結餘、貿易應收款項、計入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的金融資產、貿易應付款

項、計入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的金融負債及計息銀行借款的即期部分的公平值與其賬面值大致相若，主要由

於該等工具於短期內到期。

本集團以財務總監領導的公司財務團隊負責釐定金融工具的公平值計量的政策及流程。於報告期末，公司財務團

隊分析金融工具價值的變動並釐定於估值中所運用的主要輸入值。估值乃由首席財務官審閱及批准。

計息銀行借款及其他長期負債的非即期部分的公平值乃透過採用具類似條款、信貸風險及餘下到期日的工具現時

可用的利率折現預期未來現金流量計算。本集團於報告期末就計息銀行借款的非即期部分的本身不履約風險乃評

估為並不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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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金融工具的公平值及公平值層級（續）

本集團與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訂立衍生金融工具。衍生金融工具（包括遠期貨幣合約）乃採用與遠期定價模

式類似的估值技術計量並採用現值計算方式。該等模式納入多項市場可觀察輸入值，包括交易對手的信用質素、

外匯即期及遠期匯率。遠期貨幣合約的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同。

公平值層級

下表說明本集團金融工具的公平值計量層級：

按公平值計量的資產：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利用下列項目進行的公平值計量

重大可觀察 重大不可觀察

活躍市場報價 輸入值 輸入值

（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外匯遠期合約 — 122 — 122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利用下列項目進行的公平值計量

活躍 重大可觀察 重大不可觀察

市場報價 輸入值 輸入值

（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外匯遠期合約 — 187 —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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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內，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的公平值計量沒有在第一層級和第二層級之間發生轉移，也沒有轉入或轉出第

三層級。

22. 報告期後事項

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九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有關本公司首次公開發售，本公司

88,000,000股新股份以發售價每股8.88港元發行及配發。

合共351,265,000股新股份於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九日根據資本化發行獲發行，包含222,213,648股於本公司股份
溢價賬因根據上市配發及發行股份錄得進賬時根據股份溢價資本化獲發行的股份及129,051,352股因投資金額為
146,920,000美元的資本票據資本化獲發行的股份（附註14）。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本公司已悉數償還來自關聯方復星實業（香港）有限公司的貸款（附註16）。

23. 批准財務報表

董事會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八日批准並授權刊發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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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及股息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報告期間」）

溢利及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的事務狀況載於第

11頁至第30頁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其附註。

董事會不建議就報告期間分派任何中期股息。

全球發售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九日，本公司股份在聯交所主板

上市。全球發售股份（「全球發售」）包括初步提呈發

售11,000,000股股份的香港公開發售及初步提呈發售

99,000,000股股份的國際發售（包括優先發售）（就各情況

而言，可予重新分配及視乎本公司授出的超額配股權行使

與否而定）。本公司於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約688.7百

萬港元（於任何超額配股權獲行使前）。本公司擬根據招股

章程載述的用途動用該等所得款項淨額。於本中期報告日

期，本公司並未動用任何於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

股本

於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日，為籌備全球發售，本公司現

有股東通過決議案，將本公司法定股本由10,000 NIS

（包含每股面值0.01 NIS的1,000,000股股份）增加至

10,000,000 NIS（包含每股面值0.01 NIS的1,000,000,000

股股份）。

緊隨全球發售及資本化發行完成後（包含本公司股份

溢 價 賬2,222,136.48 NIS的 資 本 化 及146,920,000美

元資本票據的資本化）及於本中報日期，本公司法定

股 本 為10,000,000 NIS， 包 含 每 股 面 值0.01 NIS的

1,000,000,000股股份，其中440,000,000股股份已獲發

行及悉數繳足股款。

公眾持股量

基於本公司可公開獲取的資料及就董事所知，於本中報日

期，本公司維持不低於已發行股份25%的公眾持股量。

購買、銷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自上市日期起，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均無購買、銷售

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

擁有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即確認本中期報告內若干資

料的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公司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

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的權益及╱或淡

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載入由本公司存置的登

記冊或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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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如

下：

董事姓名 持有所屬公司的權益 股份類別 身份及性質

持有

股份數目

相關股份類別

的股權百分比
      

吳以芳 上海復星醫藥（集團）股份

有限公司（「復星醫藥」）

H股 實益擁有人

（個人）

312,000 0.06%

A股 實益擁有人

（個人）

683,900 0.03%

汪曜 復星醫藥 A股 實益擁有人

（個人）

50,000 0.002%

李春 復星醫藥 A股 實益擁有人

（個人）

233,00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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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披露者外，於本中期報告日期，概無本公司董事或

主要行政人員或彼等各自的緊密聯繫人於本公司或其任何

相聯法團的任何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任何權益

或淡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載入予以存置的

登記冊或根據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

報告期間，概無向任何董事或彼等各自配偶或子女授出任

何可透過收購本公司股份或債權證而獲益的權利，而彼等

亦無行使任何該等權利；本公司、其控股公司或其任何附

屬公司或同系附屬公司為可予董事收購於任何其他法團的

該等權利的任何安排的參與方。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的重大權益及淡

倉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下列人士（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

人員除外）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擁有以下權益及淡

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336條須載入予以存

置的登記冊：

股東名稱 身份

持有或擁有

權益的股份數目 概約比率 (%)
    

美中互利醫療有限公司（「CML」） 法定及實益權益 127,318,640(L)(1) 28.94%

能悅有限公司（「能悅」）(3) 法定及實益權益 105,705,360(L)

於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127,318,640(L)
  

233,024,000(L) 52.96%

Magnificent View Investments Limited

 （「Magnificent View」） 法定及實益權益 96,976,000(L) 22.04%

復星－保德信中國機會基金（有限合夥）

 （「復星－保德信基金」）(4) 於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96,976,000(L) 22.04%

Fosun Equity Investment Ltd.

 （「Fosun Equity Investment」）(5) 於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96,976,000(L) 22.04%

復星醫藥 (6) 於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233,024,000(L) 52.96%

上海復星高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復星高科技」）(7) 於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233,024,000(L) 52.96%

復星國際有限公司（「復星國際」）(8) 於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330,000,000(L) 75.00%

復星控股有限公司（「FHL」）(9) 於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330,000,000(L) 75.00%

Fosun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td. （「FIHL」）(10) 於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330,000,000(L) 75.00%

郭廣昌先生 (11) 於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330,000,000(L) 75.00%

China International Capital Corporation

 Hong Kong Securities Limited

 （「CICC Securities」）

法定及實益權益 21,705,441(L)

16,500,000(S)(2)

4.93%

3.75%

China International Capital Corporation

 (Hong Kong) Limited（「CICC HK」）(12)

於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21,705,441(L)

16,500,000(S)

4.93%

3.75%

China International Capital Corporation

 Limited（「CICC」）(13)

於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21,705,441(L) 4.93%

3.75%
    



一般資料

Sisram Medical Ltd     2017中期報告

33

附註：

(1) (L)：好倉

(2) (S)：淡倉

(3) CML由能悅全資擁有。能悅被視為於CML作為法定及實益擁

有人擁有權益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4) Magnificent View由復星－保德信基金全資擁有。復星－保德

信基金被視為於Magnificent View作為法定及實益擁有人擁有

權益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5) Fosun Equity Investment為復星－保德信基金的普通合夥人。

Fosun Equity Investment被視為於復星－保德信基金擁有權益

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6) 能悅由復星醫藥及復星醫藥的全資附屬公司復星實業（香港）有

限公司全資擁有。因此，復星醫藥被視為於能悅擁有權益的合

共233,024,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包含105,705,360股由能

悅持有的股份及127,318,640股由CML持有的股份。

(7) 復星高科技於復星醫藥股東大會上控制行使逾三分之一的投票

權。復星高科技被視為於復星醫藥擁有權益的股份中擁有權

益。

(8) 復星高科技及Fosun Equity Investment均由復星國際全資擁

有。復星國際被視為於復星高科技及Fosun Equity Investment

擁有權益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9) FHL於復星國際股東大會上控制行使逾三分之一的投票權。

FHL被視為於復星國際擁有權益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10) FHL由FIHL全資擁有。FIHL被視為於FHL擁有權益的股份中

擁有權益。

(11) 郭廣昌先生於FIHL股東大會上控制行使逾三分之一的投票

權。郭廣昌先生被視為於FIHL擁有權益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12) CICC Securities由CICC HK全資擁有。CICC HK被視為於CICC 

Securities作為法定及實益擁有人擁有權益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13) CICC HK由CICC全資擁有。CICC被視為於CICC HK權益的股

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本中期報告日期，概無本公司董事

或主要行政人員知悉其他於股份及相關股份擁有權益或淡

倉而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的條文須向

本公司披露的人士或直接或間接擁有附有權利可於所有情

況下在本集團任何其他成員公司的股東大會上投票的任何

類別股本面值的5%或以上權益的人士。

證券交易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

則。經向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自上

市日期起均遵守標準守則所規定的標準。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致力透過達致高水平的企業操守、透明度及問責性

增加股東價值。自上市日期起，本公司全面遵守上市規則

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所有適用守

則條文。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中期報告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由方香生先生、陳志峰先生及陳怡芳女

士組成，彼等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

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九日採納購股權計劃，並於

緊隨股份在聯交所主板上市後予以終止。本公司並無根據

該購股權計劃授出任何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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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執行董事

劉毅先生（主席）

Lior Moshe DAYAN先生（首席執行官）

非執行董事

吳以芳先生

李春先生

汪曜先生

胡羽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方香生先生

陳志峰先生

陳怡芳女士

廖啟宇先生

公司秘書

盧綺霞女士(FSC(PE), FCIS)

授權代表

盧綺霞女士

香港

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

54樓

劉毅先生

中國

北京市

海澱區

交大東路

56號1#-1-302

審核委員會

方香生先生（主席）

陳志峰先生

陳怡芳女士

提名委員會

劉毅先生（主席）

方香生先生

陳志峰先生

薪酬委員會

陳志峰先生（主席）

劉毅先生

方香生先生

以色列總部、註冊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

以色列

凱撒利亞工業區

Halamish大街14號

郵編38900

香港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

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

54樓

合規顧問

招銀國際融資有限公司

香港

夏愨道12號

美國銀行中心

18樓1803-4室

核數師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香港

中環

添美道1號

中信大廈22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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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法律顧問

富而德律師事務所

香港

中環

康樂廣場8號

交易廣場第2座11樓

以色列法律顧問

Weinstock Zecler & Co, Law Offices

5 Azrieli Center

Tel-Aviv, 67025

Israel

香港證券登記處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

灣仔

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

17樓1712-1716室

證券簡稱

SISRAM MED

股份代號

1696

公司網站

www.sisram-medic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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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於本中期報告，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 指 Sisram Medical Ltd，於以色列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上市日期」 指 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九日，即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之日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招股章程」 指 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五日刊發有關香港公開發售及優先發售股份的招股

章程

「股份」 指 本公司資本內的股份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美元」 指 美國法定貨幣美元


	封面
	目錄
	財務概要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中期簡明綜合損益表
	中期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中期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中期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一般資料
	公司資料
	釋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