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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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或任何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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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年度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收益約為1,548.7百萬港元，
較二零一七年同期約 1,256.0百萬港元增加約23.3%。

• 同年經營溢利約為 297.2百萬港元，較二零一七年同期約 235.2百萬港元
增加約26.4%。

• 同年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約為202.3百萬港元，較二零一七年同期約179.3

百萬港元增加約 12.8%。

• 董事會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
2.9港仙，總額約為52.7百萬港元（二零一七年末期股息：每股1.4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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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
綜合年度業績，連同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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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 1,548,684 1,255,957

銷售成本 (931,022) (699,069)  

毛利 617,662 556,888

其他收入 4 19,506 11,740

銷售及分銷開支 (167,075) (145,350)

行政及其他營運開支 (172,865) (188,036)  

經營溢利 297,228 235,242

融資成本 5(A) (46,005) (13,996)  

除稅前溢利 5 251,223 221,246

所得稅 6(A) (46,323) (39,986)  

年內溢利 204,900 181,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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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5 (1,845)  

其他全面收益 3,645 (1,845)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208,545 179,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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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以下人士應佔溢利：

本公司股東 202,270 179,328

非控股權益 2,630 1,932  

年內溢利總額 204,900 181,260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股東 205,915 177,483

非控股權益 2,630 1,932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208,545 179,415  

港仙 港仙
本公司股東應佔每股盈利： 7

－基本 11.14 11.39  

－攤薄 11.14 11.39  

應付本公司股東應佔年內溢利的股息詳情載於附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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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91,000 –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982,270 1,007,672
租賃土地 48,041 48,839
無形資產 1,087,140 1,056,801
於一間聯營公司的權益 12,603 –
其他非流動資產 26,510 20,420
其他金融資產 117,718 –
遞延稅項資產 4,191 2,423  

2,369,473 2,136,155  

流動資產
存貨 316,323 261,313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9 254,797 201,470
即期可收回稅項 13,829 11,44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56,733 359,685  

1,241,682 833,912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0 105,553 108,141
銀行貸款 903,872 937,486
融資租賃承擔 184 149
可換股票據 447,097 –
即期應付稅項 4,657 12,713  

1,461,363 1,058,489  

流動負債淨額 219,681 224,577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149,792 1,911,578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承擔 660 373
遞延稅項負債 141,157 138,887  

141,817 139,260  

資產淨值 2,007,975 1,772,318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1 18,156 18,156
儲備 1,957,606 1,731,247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總額 1,975,762 1,749,403

非控股權益 32,213 22,915  

權益總額 2,007,975 1,772,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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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財務報表的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以及本集
團於一間聯營公司的權益。

集團內公司間的結餘及交易已於編製綜合財務報表時悉數對銷。

儘管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錄得流動負債淨額，惟財務報表乃假設本集團將
持續經營而編製。董事經考慮下列因素後認為此編製基準屬恰當。

於流動負債中，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分別有465,120,000港元及447,097,000港元（二零
一七年：517,258,000港元及零港元）按合約於一年後償還的銀行貸款及可換股票據獲分類
為流動負債，乃由於貸款協議及可換股票據認購協議均附有一項條款，授予銀行無條件
權利可隨時催繳銀行貸款（「按要求償還條款」）及授予票據持有人權利於發生違約事件時
可贖回可換股票據（「特別贖回條款」）所致。

由於本集團有良好的還款記錄及遵守有關該等銀行融資的相關契諾，故董事預期銀行不
會在到期日前要求償還該等銀行貸款，且由於預期並不會發生違約事件，故票據持有人
亦將不會要求贖回。此外，本公司董事已對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的營運資金預測進行詳細審閱。根據審閱，董事認為本集團將擁有所需的流動資金以撥
付其營運資金需求，並能夠履行其到期的財務責任。

2 會計政策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若干於本集團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該等修訂本概無對本集團會計政策造成影響。

本集團並無應用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任何新訂準則或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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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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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已呈列以下三個可報告分部。並無彙集經營分部以構成以下可報告分部。

－ 非專利藥：該分部開發、製造及分銷一系列具有不同療效的非專利藥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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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有關此方面的活動主要在香港
進行。

－ 批發及零售：該分部在香港銷售西藥及品牌成藥。

收益及支出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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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銷另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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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包括利息收入及利息開支，而「折舊及攤銷」視為
包括非流動資產的減值虧損。為達致經調整EBITDA，本集團的盈利乃就不屬於個
別分部業務的非經常性項目作出進一步調整。

分部間銷售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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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營運決策者報告。因此，可報告資產
及負債並未呈列於該等財務報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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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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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營運決策者提供有關本
集團可報告分部的資料載列如下。

非專利藥 品牌成藥 批發及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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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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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8,795 1,097,574 192,238 158,383 177,651 – 1,548,684 1,255,957

分部間收益 3,632 – 3,850 – – – 7,482 –        

可報告分部收益 1,182,427 1,097,574 196,088 158,383 177,651 – 1,556,166 1,255,957        

可報告分部溢利
（經調整EBITDA） 330,237 298,545 61,965 30,373 4,801 – 397,003 328,918        

公營界別指香港公營界別機構及診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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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專利藥
公營界別 371,996 344,711

私營界別 806,799 752,863  

非專利藥小計 1,178,795 1,097,574

品牌成藥 192,238 158,383

批發及零售 177,651 –  

總計 1,548,684 1,255,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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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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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可報告分部收益 1,556,166 1,255,957

抵銷分部間收益 (7,482) –  

綜合收益 1,548,684 1,255,957  

溢利

可報告分部溢利 397,003 328,918

分部間溢利對銷 (4,650) –  

源自本集團外部客戶的可報告分部溢利 392,353 328,918

銀行存款及投資的利息收入 3,947 718

其他利息收入 –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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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舊及攤銷 (112,434) (81,981)

融資成本 (46,005) (13,996)

投資物業的公平值收益 12,644 –

應收或然代價的公平值收益 718 –  

綜合除稅前溢利 251,223 22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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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
香港（營運地） 1,460,205 1,174,942

中國 30,944 31,014

澳門 39,362 30,661

新加坡 6,924 7,935

其他 11,249 11,405  

1,548,684 1,255,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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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有關本集團的物業、廠房及設備、租賃土地、投資物業、無形資產、
購買非流動資產的預付款項及於一間聯營公司的權益（「指定非流動資產」）的
所在地區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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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土地及投資物業而言）、獲分配的業務所在地（就無形資產、非即
期預付款項而言）以及營運地點（就於一間聯營公司的權益而言）而釐定。

於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指定非流動資產
香港（營運地） 2,202,348 2,103,052

中國 29,676 30,532

澳門 122 148

柬埔寨 14,617 –  

2,246,763 2,133,732  

(iv) 有關主要客戶的資料

截至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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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向就本集團所知處於共同控制下的實體作出銷售）的所得收益約為371,996,000

港元（二零一七年：344,711,000港元）。

4 其他收入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佣金收入 948 523

銀行存款及其他投資利息收入 3,947 718

其他利息收入 – 1,001

外匯收益╱（虧損）淨額 492 (6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虧損）淨額 30 (397)

投資物業的公平值收益 12,644 –

應收或然代價的公平值收益 718 –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的收益淨額 – 2,393

出售無形資產的收益淨額 – 1,212

出售主要管理層保險合約投資收益淨額 – 5,591

其他 727 766  

19,506 11,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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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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a) 融資成本

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利息 45,964 20,466

融資租賃承擔的融資費用 41 57  

46,005 2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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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05 13,996  

*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借貸成本以年利率3.16%資本化。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b) 其他項目

攤銷
－租賃土地 1,644 1,494

－無形資產 25,718 18,223

折舊 85,072 62,264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虧損 – 23

物業經營租賃費用 70,301 64,274

核數師酬金
－審核服務 6,529 6,349

－其他服務 2,685 6,763

研發成本（攤銷資本化的開發成本除外） 2,296 6,342

存貨成本 931,022 699,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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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

(a) 於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內的所得稅指：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年度撥備 44,470 30,700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1,171 (455)  

45,641 30,245

遞延稅項

暫時性差額的確認及撥回 682 9,741  

46,323 39,986  

7 每股盈利

於截至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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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70,000

港元（二零一七年：179,328,000港元）計算得出，而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的計算方法如
下：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股 千股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本公司於年初的已發行股份 1,815,625 1,31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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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權平均數 1,815,625 1,574,461  

每股攤薄盈利根據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 202,270,000港元（二零一七年：179,328,000港元）以
及年內已發行1,815,625,000股普通股（二零一七年：1,574,620,000股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計
算得出，計算方法如下：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股 千股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經攤薄）：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815,625 1,574,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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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權平均數 1,815,625 1,574,620  

由於發行在外的潛在普通股具反攤薄作用，故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每
股攤薄盈利相等於每股基本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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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a) 屬於本年度的應付股東股息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宣派及派付中期股息每股0.9港仙
（二零一七年：每股0.8港仙） 16,341 14,525

年末後擬派末期股息每股2.9港仙
（二零一七年：每股1.4港仙） 52,653 25,419  

68,994 39,944  

於報告期末，報告期末後擬派的末期股息尚未獲確認為負債。

(b) 屬於上一財政年度並於年內獲批准及派付的應付股東股息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年內獲批准及派付的有關上一財政年度的
末期股息每股1.4港仙（二零一七年：零港元） 25,419 –  

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197,410 154,314

其他應收款項 5,661 2,762

應收或然代價 3,846 –

按金及預付款項 47,880 44,394  

254,797 201,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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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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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少於一個月 113,372 102,616

一至六個月 74,955 51,698

超過六個月 9,083 –  

197,410 154,314  

10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款項 35,188 40,894

應付薪金及花紅 37,155 38,793

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373 1,973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8,709 23,326

預收款項 2,128 3,155  

105,553 108,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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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個月內 18,784 21,462

一至六個月 16,404 19,394

超過六個月 – 38  

35,188 40,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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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千股 千港元

法定：

於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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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一日及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1,815,625 18,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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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普通股均享有同等地位。

12 報告期後非調整事項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十一日，本集團以現金代價128,000,000港元完成收購Big Honour Limited

全部股本權益，以收購香港一幢商業大廈的若干單位及停車場。

13 核數師的工作範圍

初步公告所載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損益及
其他全面收益表及其相關附註的財務數據已由本集團核數師執業會計師畢馬威會計師
事務所與本集團本年度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列數額核對一致。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就此履行的工作並不構成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聘用準則
或香港核證聘用準則所進行的審計、審閱及核證聘用，因此核數師不會發出任何核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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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股東函件

各位股東：

以審慎但果敢的行事方針，我們於二零一八年所作的努力已為我們作好部署，
將讓我們的未來發展獲取成果。

二零一八年是我們成立20週年紀念，讓我們不僅有機會回顧過往取得的成就，
亦令我們可以細想怎樣作好準備以迎接未來的挑戰。我們需要於現今瞬息萬
變的營商環境中保持競爭力，時刻警惕，為抓緊市場當前機遇作充足準備。下
一個二十年將需要我們擁有一套不同的思維，包括嶄新的工作方式、創新模式
以及建構一個以科技驅動的商業平台。

於創立後二十年來，雅各臣依然是香港製藥領域中一家保持專注及具前瞻性
的經營商。憑藉擁有多種基本及專門類別非專利藥組合以及一系列品牌成藥，
我們在私公營領域均成為公認的領導者。此優勢加上我們的銷售及分銷部門
的實力，為我們提供別樹一幟且全面整合的業務模式，讓我們可充分發揮核心
競爭力，推動未來發展。

二零一八年是業務整合的一年，我們審慎將新收購的業務併入核心業務中。
我們的管理團隊努力不懈，盡力為該等業務單元創造最大的協同效益。於二
零一八財年，雅各臣整體業務繼續錄得穩健的業績，收益增加 23.3%及經調整
EBITDA增加20.7%。我們的理想表現乃基於採取平衡的業務策略，專心一志發
展非專利藥及品牌成藥業務，以爭取佳績。

前景

在此增長勢頭的推動下，我們繼續投資擴大非專利藥及品牌成藥的產品組合
及項目，整合營運能力，並通過技術授權、戰略聯盟及收購，拓展業務商機。

1. 於二零一八年，我們證明具有科研及法規事務能力，能夠將複雜的非專利
藥引入市場。過去數年我們培育的商機部分已得以實現，當中包括主要產
品的獲批，如中樞神經系統藥物喹硫平 (Quetiapine)緩釋片劑、抗病毒藥物
如拉米夫定 (Lamivudine)╱齊多夫定 (Zidovudine)藥物組合以及心血管科藥物
如厄貝沙坦 (Irbesartan)、阿托伐他汀 (Atorvastatin)及依澤替米 (Ezetim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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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去年，我們採取措施，運用我們跨地域的優勢，提升我們的能力，並加強
我們的部署，以拓展更多市場。我們現時於澳門經營自有的銷售及市場推
廣辦事處，已有超過200種產品在澳門銷售。我們已於柬埔寨作出投資，目
的在於為一系列非專利藥及品牌成藥辦理註冊，藉此開拓越南及緬甸等
東盟市場的新興潛力。我們的目標是利用我們差異化的產品組合及市場
推廣知識，在所有該等新市場中建立雅各臣產品的穩固地位。

3. 生物類似藥及生物製劑將成為未來的重大商機。隨著醫療護理體系於治療
癌症及自身免疫疾病方面日益增加的成本壓力，對高質量及經臨床驗證的
替代藥品的需求將不斷增長。我們已採取措施以確保我們具備參與該領
域發展的能力。由於已與上海復宏漢霖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訂立授權
框架協議安排，我們將獲得將一品牌生物類似藥（曲妥珠單抗 (Trastuzumab)

的生物類似藥版本）於香港及澳門商業化的權利，以及於東盟若干市場將
該產品商業化的優先談判權。我們的目的是於香港及東盟地區建立一個
可持續發展的商業平台，以加強我們的銷售及監管能力，從而推廣生物類
似藥及生物製劑。我們的目標是使雅各臣成為該等地區首選的合作夥伴。

長遠持續增長的策略

幾年前，我們訂了一個目標，就是於亞洲建立一家地區公司，專門經營非專利
藥及品牌成藥，為長遠可持續增長作好準備。

時至今日，我們已打造一個良好的業務模式，有利於擴展地區覆蓋面，及建立
一個縱向一體化供應鏈，具備嚴格規範的研發實力以及開發製造多種劑型產
品的能力。為了於二零一九年及之後達成我們的戰略目標，我們的優先工作明
確落實在以下五個增長支柱：

1. 繼續執行整合行動以進一步優化成本結構，並戰略性地重新投資於我們
的業務，特別在銷售及品牌管理能力等領域；

2. 利用我們擴展後的地區覆蓋面，在泛亞地區維持具有商業競爭力的平台；

3. 盡力發揮我們研發能力，持續專注發展高價值產品的機遇並加快將產品
推出市場；

4. 保持明確目標，建構生物類似藥及生物製劑的產品組合。透過建立一個良
好的商業平台，促進營銷及監管事務管理，我們矢志成為生物類似藥授權
或商業代理的首選合作夥伴；及

5. 探索業務發展商機，包括透過併購以及技術授權，擴展我們區域性的商業
覆蓋，引進新產品及技術，與我們的自然增長戰略相輔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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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二零一九年，預期我們將持續面對市場各種新挑戰及機遇。我們的管理團
隊盡忠職守，我相信定能有效推進各項發展策略。我們致力建立商業優勢，盡
力提高我們把握投資機遇的能力，以及留住業內優秀的人才，而我依然堅信雅
各臣會不斷精益求精，做到最好。

致謝

最後，我謹此感謝所有雅各臣員工及合作夥伴所發揮的創意、熱誠的動力與盡
心的投入。我亦想感謝董事會同寅多年來的支持及指導，還有 閣下作為股東
一直以來對雅各臣堅定不移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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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非專利藥

市場地位持續增長

本集團非專利藥業務於二零一八財年的銷售收益為 1,178.8百萬港元，較截至
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二零一七財年」）的1,097.6百萬港元穩定
增長7.4%。於報告期內，私營及公營界別的銷售收益分別錄得806.8百萬港元及
372.0百萬港元。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中樞神經系統及呼吸類別產品的銷售額錄得20.5%及36.0%

的穩定增長，而公營界別的眼科製劑及皮膚科產品亦分別錄得14.9%及20.0%的
可喜增長。氯沙坦 (Losartan)及格列齊特 (Gliclazide)的銷售額創下佳績，分別增長
48.0%及20.7%。此外，我們亦取得公營界別授予熊去氧膽酸胶囊 (Ursodeoxycholic 

Acid Capsule)、唑吡坦片 (Zolpidem Tablet)、氨磺必利片 (Amisulpride Tablets)、利培
酮片 (Risperidone Tablets)以及第一批非專利的拉米夫定片 (Lamivudine Tablet)150

毫克的新投標書。另一方面，由於定價壓力，公營界別的賴諾普利片 (Lisinopril 

Tablets)及氨氯地平片 (Amlodipine Tablets)等若干心血管產品的銷售收益下跌4.0%

及17.4%。由於醫生處方習慣有變導致私營界別的抗生素產品銷售額減少及我
們製造業務的產品合併過程中臨時供應中斷對若干產品線的負面影響，亦阻
礙整體的非專利藥銷售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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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香港非專利藥方面的主要經營商，本集團一直在多個高增長的治療類別穩
踞強大的市場地位，並逐步推出新研發產品以拓展各類產品的增長潛力。於報
告期內，本集團已取得眾多產品的註冊批文，包括心血管科類別的瑞舒伐他汀
(Rosuvastatin)、依折麥布(Ezetimibe)、厄貝沙坦(Irbesartan)及替米沙坦(Telmisartan)、
中樞神經系統類別的喹硫平 (Quetiapine)及阿立哌唑 (Aripiprazole)、止痛類別的塞
來昔布 (Celecoxib)及抗病毒類別的拉米夫定 (Lamivudine)╱齊多夫定 (Zidovudine)組
合產品。該種廣泛的產品組合將增強我們產品組合的實力，以推動我們在非專
利藥領域的銷售額及銷量增長，尤其是針對公營界別慢性疾病治療的藥物。

當局為減輕公共醫療系統的壓力而推出普通科門診公私營協作計劃，旨在根
據針對慢性疾病及偶發性疾病的補助計劃將公共病人轉至私人診所，於二零
一八年至二零一九年將其範圍擴大至香港18個地區。作為公營及私營界別的
主要非專利藥供應商，本集團準備尋求有關市場機遇並擴闊其產品於該兩個
界別的滲透率。目前，本集團正向參與上述計劃的 250多名私人醫生提供約 34

項藥物。

整合及簡化生產以提高產能及產量

為提高效率及生產力，本集團生產設施於精簡生產流程方面取得穩步進展。報
告期內，我們所有生產單位均有效運作，產量穩步上揚。儘管由於製造廠房間
產品轉移的監管批核而引致的暫時生產中斷（特別是報告期的下半年），本集團
全年生產 2,764百萬顆片劑及膠囊、2,765千公升口服液及 298噸乳膏產品，分別
較二零一七財年同期上升 6.0%、1.5%及36.9%。

由於配備的機器能配合高產量的需要，故於報告期下半年，本集團憑藉其高效
的營運管理系統，在新科製藥廠房的固體劑型及液體劑型產量分別比上半年增
加50.5%及288.0%。在報告期內，該新廠房共生產超過600百萬顆片劑及250,000公
升口服液，分別佔二零一八財年所有生產設施總產量約23.2%（二零一七財年：
6.7%）及9.4%（二零一七財年：2.0%），此有助於不斷優化各設施的使用率。

本集團是香港唯一積極生產多種特定劑型（如無菌滴眼液、栓劑及灌腸劑）的生
產商。由於無菌滴眼液生產設備的產能增加超過一倍，本集團符合PIC/S GMP

標準的無菌滴眼液生產設施於報告期內共生產逾4.5百萬瓶滴眼液產品，較二
零一七財年增加逾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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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化平台推動營銷及供應鏈能力提升

我們不斷追求提升銷售及卓越運營的能力，通過集中式客戶關係管理平台不
斷跟蹤及分析客戶購買記錄、客戶資料及偏好數據，進一步加強我們對客戶的
了解及連繫。

我們成功完成由全球領先供應商Salesforce.com開發的先進雲計算客戶關係管理
（「客戶關係管理」）系統的首期實施。憑藉移動訂購功能，我們的銷售團隊可實
時存取庫存信息並在現場下訂單，從而大幅縮短訂單加工週期來提高效率及
生產力。

進入系統實施的第二階段，我們致力於提高銷售團隊於針對潛在客戶的銷售
拜訪計劃及地區管理方面之能力與效率的提升。該系統的高級階段能通過數
碼化的多功能客戶關係管理平台提高目標設定及進程監控的銷售管理能力，
從而將銷售潛力最大化。

為充分發揮網上銷售平台的優點，憑借我們多元產品組合及廣泛的客戶群的優
勢，我們正積極探索及開發電子商貿模式，為客戶提供直接電子下訂單功能，
以進一步加強我們的客戶服務及管理能力。

專科藥物及生物製藥的預期增長平台

我們堅持推動探索及拓展亞太區戰略市場，並已與韓國及台灣的不同戰略合
作夥伴訂立合作框架協議，包括高端非專利藥及生物類似藥的授權及技術轉
移以及於區內的品牌成品代理。

預計未來數年全球生物類似藥市場將高速增長。生物類似藥為專利保護期已
過之生物製劑的仿制版本，為多種嚴重及威脅生命的疾病患者提供更經濟實
惠的治療選擇，由於其有利於醫療系統節省成本，故受到市場高度關注。目前
香港的生物製劑市場規模約為 15億港元，僅曲妥珠單抗 (Trastuzumab)已佔銷售
額250百萬港元。

為迅速開拓香港快速增長的生物類似藥市場及若干新興東盟市場，本集團與
上海復星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之附屬公司上海復宏漢霖生物技術股份有
限公司訂立授權框架協議，向本公司授予獨家權利，於香港及澳門研製及銷售
專利生物類似藥注射用重組抗Her2人源化單克隆抗體（曲妥珠單抗的生物類似
藥版本），以及於東盟若干新興市場將該產品商業化的優先談判權。截至該協
議簽署之日，該類用於乳腺癌適應症的產品已正式進入第三期臨床研究階段。
此外，二零一六年初，上海復宏漢霖獲得了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就該產
品發出胃癌適應症的臨床研究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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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拓寬專科藥物組合的同時，我們亦就專門的抗病毒藥物於香港以及泰國、越
南、柬埔寨、馬來西亞、緬甸及菲律賓等其他亞洲市場的生產及獨家經銷權簽
署授權協議。

此外，本集團繼續其戰略，努力開發澳門市場。在市場產品供應不斷擴大的推
動下，我們的專業銷售團隊已開始著手將多種產品直接銷售予醫生及藥房，成
功加深我們的滲透率，將市場的銷售潛力最大化。受惠於粵港澳大灣區的新發
展及該地區貿易及交通量的預期增長，香港及澳門將發揮更主動的角色，向大
灣區眾多人口提供廣泛的優質藥物及品牌成藥選擇。

品牌成藥

穩固的品牌地位及可持續的業務增長

本集團旗下的品牌成藥分部作出的收入貢獻穩步增長，於報告期內的銷售額
為192.2百萬港元，較二零一七財年的158.4百萬港元增加21.3%。

香港零售業近年來出現大幅放緩，儘管中國內地過夜旅客的消費支出於二零
一七年出現回升跡象，但自二零一三年起已連續四年下滑。儘管於報告期內保
濟丸在香港的增長勢頭亦受阻，但其在連鎖店渠道的銷售額顯著增長，主要由
於我們持續加大營銷及品牌建設的力度，以增強其競爭地位並吸引更廣泛的
消費者群體，以及加強分銷及銷售支援。利用社交媒體平台將品牌影響力延伸
至年輕消費者，於報告期內推出的線上創意廣告宣傳「保濟Yuen陪著你」大受歡
迎，符合產品教育目標的同時亦在年輕人群中創造當代品牌魅力。保濟丸的品
牌年輕化工作亦獲得馬來西亞及新加坡市場的積極反饋。

最近於國內取得非處方藥分類地位並於中國市場重新推出的普濟丸，憑藉廣
東省及雲南省兩名分銷商的努力，銷售勢頭逐步增長。普濟藥丸的銷售額自二
零一七財年的2.3百萬港元增加至二零一八財年的 8.0百萬港元。借助保濟丸品
牌的高知名度，加上我們分銷夥伴的廣泛網絡及豐富經驗，普濟丸的持續營銷
及業務發展活動將陸續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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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海外市場發展而言，保濟丸於柬埔寨及越南等新興東盟市場辦理產品註冊
的進度令人鼓舞，預期於未來的 12個月會獲得批核。

本集團新收購的家喻戶曉品牌何濟公，在香港、澳門及華南市場的鎮痛劑（止
痛藥）類別享有極高的品牌知名度，並於報告期內為我們的品牌成藥業務貢獻
73.8百萬港元的收益。

此外，本集團收購的另一個馳名品牌成藥十靈油已完成轉移產品註冊證予我
們的現有廠房，並已恢復正常生產，於報告期內產生銷售收益5.3百萬港元。

產品開發

沿循謹慎權衡與嚴格守則將研發回報最大化

本集團沿循謹慎權衡與嚴格的守則進行研發項目的投資，並專注於專製配方
研發。

我們於研發產品組合方面不斷取得良好進展。合共八項產品已於報告期內成功
註冊，包括最新推出的非專利中樞神經系統藥物喹硫平 (Quetiapine)緩釋片劑、
心血管類藥物鹽酸曲美他嗪緩釋片 (Trimetazidine Dihydrochloride Modified Released 

Tablet)35毫克、依澤替米片 (Ezetimibe Tab)10毫克及阿托伐他汀鈣片 (Atorvastatin 

Calcium Tab)。截至本公佈日期，其他十四項新產品已完成開發程序及測試並已
提交衛生署批核。

此外，截至本公告日期，二十四項產品已完成配方開發程序，目前正進行穩定
性研究及測試，將於約六個月內進行註冊申請。再者，截至本公告日期，我們
有四十七項產品正處於研發階段。

開發創新技術及診斷工具

本集團積極探索與本地及海外技術開發研究及學術機構合作，並與本地及海
外研發機構及公司進行多個合作項目。

前列腺癌篩查的創新非侵入性技術的技術轉移

於報告期內，我們與一間由大學分拆的公司簽署條款大綱，合作開發針對前列
腺癌症的一項創新、非入侵性兼準確的診斷測試工具。該項合作包括進行臨床
試驗、技術授權、擴大生產、註冊及於全球市場推出的產品商業化。現正於多
個中心進行臨床試驗，將創新技術與臨床實踐中「黃金標準」測試（即血液中前
列腺特異抗原（「PSA」）含量）作比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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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創新技術旨在於醫學實驗室環境下提供可靠及可替代的血液中PSA含量，為
患者獲得更佳醫療體驗。

根據香港癌症登記處 (Hong Kong Cancer Registry)的資料，前列腺癌為最多新發病
例中排名第三位的癌症疾病，亦在男性致命癌症中排名第五位。該創新技術旨
在填補該領域的空白，為醫生及患者提供更準確、非侵入性、靈敏及易於使用
的解決方案，以便及早檢測到疾病。

生物科研院的合作項目

於報告期內，項目的建模及優化程序已完成，有關工作於第二階段將擴大至生
產現場作進一步研究，方進行實際生產程序。

此與生物科研院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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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作項目為政府資助的研究項目，以於製造過程中實時控制
質量，為香港一項全新的藥物生產技術，能大幅提高產品質量及製造過程的效
率。

為進一步投資先進的製造平台技術，一項與生物科技研究院合作進行的新項
目，已向創新及技術基金提交資助申請。該項目將研究及探索於特定製造過程
中應用共焦拉曼顯微鏡 (Confocal Raman Microscope)的技術，以提供精確控制及
管理製造過程的能力，以確保複雜的配方、成分分佈及指定的體內功效可以實
現。

與Powder Pharma Coating Inc的合作

通過採用先進的靜電包衣技術，我們於若干選定的高價值產品商業製造的配
方及工藝開發項目中取得良好的進展。

該合作可為製造若干複雜的包衣配方及製造工藝提供具成本效益的解決方案，
使我們能夠應用該新技術以與傳統技術相比較低的成本製造若干「高生產難
度」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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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NAMI的合作

於報告期內，我們於經擴展的目標對象群測試該商業化產品，為與外部機構合
作進行認知障礙症早期診斷的臨床研究作準備。

與NAM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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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oAZDTM」為商標的商業化新產品乃源自該項目，其已申請專利並於
二零一七年四月推出。該產品於二零一七年七月在倫敦舉行的阿爾茨海默病
協會國際會議（Alzheimer’s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上首次得到推廣，並
獲得令人鼓舞的反饋，且因其技術突破及其安全性而於臨床應用上獲得高度
認可。

薪酬政策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1,743名僱員。於報告期內，本集團
員工成本總額為 417.1百萬港元，相對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則為377.9百萬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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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力掛鈎獎金及與
工作表現掛鈎的花紅。本集團根據僱員職位及職能為彼等設定績效指標，並按
照本集團的策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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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彼等的薪金調整、花紅獎勵、晉升理據、發展計劃及培訓需要分析。本集團
向其僱員提供各類福利計劃，包括年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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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
日，本集團並無遭遇任何曾經或有可能對其業務造成重大影響的罷工事件或
與我們的僱員發生任何勞資糾紛。

本集團高度重視僱員的招聘、發展及留聘。本集團維持高招聘標準並提供具競
爭力的薪酬福利待遇，以吸引及留聘僱員。本集團亦強調僱員培訓及發展。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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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彼等的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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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益

按經營分部劃分的收益

非專利藥
批發及零售

品牌成藥

192.2
12%

177.7
11%

1,178.8
77%

（百萬港元） 二零一八財年

總計：
1,548.7

非專利藥 品牌成藥

158.4
13%

1,097.6
87%

（百萬港元）

總計：
1,256.0

二零一七財年

收益較二零一七財年增長292.7百萬港元或23.3%，原因為非專利藥、品牌成藥
以及新設的批發及零售分部收益分別增加81.2百萬港元、33.8百萬港元及177.7

百萬港元。三個分部佔收益的比例分別為 77%、12%及11%。

非專利藥分部增長反映公營及私營界別所得收益有所增加，分別為27.3百萬港
元及53.9百萬港元。公營界別收益的增長主要由於熊去氧膽酸膠囊(Ursodexycholic 

Acid Capsules)及辛伐他汀片 (Simvastatin Tablets)等新中標業務以及美達的貢獻所
致。私營界別的增長主要反映平均售價的增長。

品牌成藥分部收益增長主要由於何濟公品牌產品的銷售額增加48.6百萬港元
及十靈油的銷售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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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地區劃分的收益

（百萬港元）

香港 中國 澳門 其他

30.9
2%

1,460.2
94%

39.4
3%

18.2
1%

總計：
1,548.7

二零一八財年 （百萬港元）

香港 中國 澳門 其他

31.0
2%

1,174.9
94%

30.7
2%

19.4
2%

總計：
1,256.0

二零一七財年

香港繼續為主要收益來源，佔總收益 94%，貢獻收益增長為 285.3百萬港元。中
國內地的收益輕微減少0.1百萬港元，主要由於飛鷹活絡油銷售額走弱，而其降
幅因保濟丸的銷售額增加所抵銷。澳門收益增長8.7百萬港元，主要由於何濟公
品牌產品及非專利藥的銷售基礎有所擴闊所致。其他海外市場的所得收益輕
微下跌主要由於馬來西亞銷售額下跌，而其跌幅因加拿大及南美洲的銷售額
增加所抵銷。

銷售成本

材料成本 員工成本 其他生產成本

458.4
49%

250.9
27%

221.7
24%

（百萬港元）

總計：
931.0

二零一八財年

材料成本 員工成本 其他生產成本

277.2
40%

227.0
33%

194.9
27%

（百萬港元）

總計：
699.1

二零一七財年

材料成本繼續為銷售成本的主要組成部分，佔銷售總成本約49%。比重增加反
映批發及零售增設新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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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成本增加23.9百萬港元或10.5%，反映員工人數有所增長，主要由於上一財
政年度下半年進行收購及加薪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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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營溢利

二零一七財年 二零一八財年
100  

120  

140  

160  

180  

200  

220  

240  

260  

280  

300  

235.2 297.2

（百萬港元）

經營溢利由235.2百萬港元增加62.0百萬港元或26.4%至297.2百萬港元。經營溢利
有所增長主要由於毛利及其他收入分別增加 60.8百萬港元及 7.7百萬港元以及
行政及其他營運開支減少15.2百萬港元，加上因銷售及分銷開支增加21.7百萬
港元所抵銷。

行政及其他營運開支減少主要由於二零一七財年產生一次性上市開支22.6百
萬港元，加上因報告期內購股權價值攤銷 9.7百萬港元所抵銷。

銷售及分銷開支增加，乃主要由於上一財政年度下半年及報告期內進行收購
所致。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增加主要反映於報告期內發行可換股票據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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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得稅

所得稅增加主要反映所產生除稅前溢利較高。實際稅率於報告期內及上一財
政年度維持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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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應佔溢利

二零一七財年 二零一八財年
100  

120  

140  

160  

180  

200  

220  

240  

179.3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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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少主要反映折舊85.1百萬港元並受添置60.0百萬港元所抵
銷。

無形資產

無形資產增加主要反映報告期內因收購康寧行集團而確認無形資產，及將開
發成本撥充資本。

存貨

存貨增加主要反映收購康寧行集團後新增的存貨以及新工廠投產後的存貨增
加。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反映發行可換股票據的所得款項，而有關增幅因所得
款項主要用於併購而有所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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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 65.1%以港元計值（於二零
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98.9%），其餘結餘以美元、人民幣及新加坡元計值。

負債

銀行貸款

銀行貸款由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937.5百萬港元減少至二零一八年三月
三十一日903.9百萬港元，反映報告期內償還若干銀行貸款，同時因併購及資本
投資主要所用的新增銀行貸款所抵銷。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所有銀行貸款以港元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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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的所得款項淨額的
擬定用途及實際使用情況：

擬定用途

截至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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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108 139,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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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製造廠房及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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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30

與生物科研院建立新合作研發中心 10,000 1,533

市場推廣及廣告宣傳 83,465 33,593

一般營運資金 69,554 68,022  

695,540 448,186  

所得款項淨額490,352,000港元乃從可換股票據發行中籌集，已扣除我們就可換
股票據支付的所有相關費用及開支9,648,000港元。所得款項淨額擬用作擬付潛
在併購事項以及於亞太地區形成策略聯盟。所得款項亦將用作為技術主導型
生物製藥項目的授權及直接投資提供支持。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實
際使用了125,585,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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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資本資源及股本結構

本集團一直實行保守的資金管理。穩健的股本架構及財政實力繼續為本集團
的未來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本集團現金的主要用途是為營運資金及資本開支提供資金。於報告期內，本集
團主要以營運賺取的現金以及從上市、銀行借貸及可換股票據發行所籌集的
資金撥付其現金需求。

重大投資以及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就報告期後進行的重大收購，請參閱附註12。本集團於報告期後並無進行任何
其他重大收購或出售事項。

集團資產的抵押

作為銀行貸款抵押品的資產的賬面值由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409.3百萬港
元增加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464.0百萬港元，此乃由於報告期內所收購
為數62.0百萬港元的投資物業已用作銀行貸款的抵押品，以便進行有關收購。

淨資本負債比率

本集團淨資本負債比率（銀行貸款及可換股票據減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除以權
益總額再乘以100%）由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的32.6%升至截至二零一八
年三月三十一日的34.6%。淨資本負債比率的提升歸因於報告期內發行可換股
票據。

財務風險分析

管理層認為本集團匯率及任何相關對沖並無重大波動風險。

或然負債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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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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加強企業價值及責
任。本公司已採納企業管治守則作為其本身的企業管治守則。

於報告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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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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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時，岑廣業先生擔任董事會主席兼本公司行政總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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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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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烱堂醫生及黃志基教授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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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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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報告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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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佈二零一八年年度業績公告及二零一八年年報

本 年 度 業 績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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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年報將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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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宣派二零一八財年的末期股息每股2.9港仙（二零一七年：末期股息
每股1.4港仙），惟須待股東於本公司將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七日（星期五）舉行的
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二零一八年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而有關股息預期將於
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七日（星期四）派付予於二零一八年九月十七日（星期一）（即
釐定股東收取擬派末期股息資格的記錄日期）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經
計及已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派付的中期股息每股0.9港仙，於二零一八
財年的股息總額為每股3.8港仙（二零一七年股息總額：每股2.2港仙）。有關本集
團末期股息的詳情載於本公告附註 8。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

為確定本公司股東出席二零一八年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資格，本公
司將自二零一八年九月四日（星期二）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七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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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九月三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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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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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定本公司股東收取末期股息的資格，本公司將自二零一八年九月十四日
（星期五）至二零一八年九月十七日（星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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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十三日（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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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麗琼

香港，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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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執行董事林誠光教授；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林烱堂醫生、
楊俊文先生及黃志基教授組成。

詞彙

於本公告中，除非另有規定，否則適用以下詞彙：

「二零一八年年報」 指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年報

「經調整EBITDA」 指 就不屬於個別分部業務的非經常性項目作出進
一步調整後的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
的盈利，其中「利息」視為包括利息收入及利息
開支，而「折舊及攤銷」視為包括非流動資產的
減值虧損

「經調整EBITDA率」 指 經調整EBITDA除以收益再乘以100%

「東盟」 指 東南亞國家聯盟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企業管治守則」 指 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經不時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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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年度業績公佈而言，不
包括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本公司」 指 雅各臣科研製藥有限公司，於二零一六年二月
十六日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獲豁免有限公司

「折舊及攤銷」 指 視為包括非流動資產的減值虧損，就不屬於個
別分部業務的非經常性項目作出進一步調整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二零一八財年」或
「報告期」

指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GMP」 指 藥品生產質量管理規範，監管藥劑製品生產的
詳細實務指引，旨在將生產錯誤及可能發生的
污染減至最低，以保障消費者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生物科研院」 指 香港生物科技研究院

「何濟公集團」 指 從事非專利藥及「何濟公」品牌名稱下品牌成藥
的生產及銷售的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
分處」

指 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雅各臣」、「本集團」、
「我們」或「我們的」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上市」 指 股份於主板上市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經不時修訂或補充）

「主板」 指 聯交所主板

「美達」 指 美達藥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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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守則」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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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I」 指 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有限公司

「PIC/S」 指 旨在提倡不同地理市場中參與機關之間於GMP

領域的建設性合作的兩個國際機構（藥品稽查
會議及藥品稽查合作組織）

「PIC/S GMP」 指 依循PIC/S頒佈的PIC/S GMP指引的藥品生產質
量管理規範

「私營界別」 指 非公營界別

「公營界別」 指 香港公營界別機構及診所

「研發」 指 研究及開發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普通股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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