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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Tech Scientific Corporation
先健科技公司

（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302）

截 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營業額約為人民幣 246.9百萬元，較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的營業額約人民幣 175.9百萬元增加約 40.4%。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毛

利約為人民幣 204.2百萬元，較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毛利約人民幣141.0百萬元增

加約 44.8%。

‧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純利約為人民幣 67.3百萬元，而截至二零

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純利則約為人民幣 84.2百萬元。該減少主要是由於 (i)諮詢服務帶來的

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減少約人民幣 27.7百萬元；(ii)先健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先健深圳」）向母公司

分配溢利產生所得稅增加約人民幣13.9百萬元；及 (iii)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 7.5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 8.0百萬元至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的約人民幣 15.5百萬元所致。剔除由此產生的影響，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純利約人民幣 96.7百萬元，而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純

利則約為人民幣 64.0百萬元，增幅約 51.1%。

‧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一七年同期：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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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先健科技公司（「本公司」或「先健科技」）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

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七年同期的比較金額及下文

所載的相關解釋附註。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4 246,879 175,896
銷售成本 (42,654) (34,902)

  
毛利 204,225 140,994
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及虧損 13,781 33,514
銷售及分銷開支 (47,680) (31,284)
行政開支 (35,869) (25,050)
研發開支 (40,923) (27,021)

  
經營溢利 93,534 91,153
融資收入 2,451 1,210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業績 — 78

  
除稅前溢利 5 95,985 92,441
所得稅開支 6 (28,522) (8,254)

  
期內溢利 67,463 84,187
其他全面收入（開支）：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的匯兌差額 817 (1,045)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開支） 817 (1,045)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68,280 83,142
  

下列各項應佔期內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67,329 84,204
 非控股權益 134 (17)

  
67,463 84,187

  
下列各項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68,146 83,159
 非控股權益 134 (17)

  
68,280 83,142

  
每股盈利 8
 －基本（人民幣元） 0.016 0.019
 －攤薄（人民幣元） 0.015 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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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附註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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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355,312 322,821
投資物業 127,737 129,952
無形資產 9 168,608 151,709
預付租賃款項 10 30,251 30,884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按金 6,587 7,119
遞延稅項資產 24,437 20,406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權益工具 11 172,864 —

  
885,796 662,891

  
流動資產

存貨 49,211 39,408
貿易應收款項 12 63,170 73,721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42,889 40,499
預付租賃款項 10 1,308 1,308
結構性存款 11 90,000 —

銀行結餘及現金 211,343 451,930
  

457,921 606,866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3 110,227 131,628
應付稅項 25,259 24,852

  
135,486 156,480

  
流動資產淨額 322,435 450,38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208,231 1,113,277

  
非流動負債

政府補助 14 56,494 57,311
  

56,494 57,311
  

資產淨值 1,151,737 1,055,966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5 35 35
股份溢價及儲備 1,148,378 1,052,74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148,413 1,052,776
非控股權益 3,324 3,190

  
權益總額 1,151,737 1,055,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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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法定 購股權 累計

股本 股份溢價 匯兌儲備 盈餘儲備 資本儲備 注資儲備 儲備 溢利（虧損） 總計 非控股權益 權益總額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 i） （附註 ii）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 35 768,255 1,379 50,058 (3) 32,531 51,873 (36,511) 867,617 2,978 870,595
           

期內溢利 — — — — — — — 84,204 84,204 (17) 84,187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 — — (1,045) — — — — — (1,045) — (1,045)
           

期內全面收入（開支）總額 — — (1,045) — — — — 84,204 83,159 (17) 83,142

確認以權益結算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 — — — — — — 8,215 — 8,215 — 8,215

行使購股權 — 6,987 — — — — (2,488) — 4,499 — 4,499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35 775,242 334 50,058 (3) 32,531 57,600 47,693 963,490 2,961 966,451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35 785,303 492 50,103 (3) 32,531 57,399 126,916 1,052,776 3,190 1,055,966
           

期內溢利 — — — — — — — 67,329 67,329 134 67,463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 — 817 — — — — — 817 — 817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817 — — — — 67,329 68,146 134 68,280

確認以權益結算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 — — — — — — 19,398 — 19,398 — 19,398

行使購股權 13,582 (5,489) 8,093 8,093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35 798,885 1,309 50,103 (3) 32,531 71,308 194,245 1,148,413 3,324 1,151,737
           

附註：

(i) 法定盈餘儲備不可分派及對該儲備進行的轉撥乃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相關法律進行及由中國附屬公司的董事會根

據該等附屬公司的組織章程細則決定。法定盈餘儲備可用作彌補上年度虧損或轉換為本公司中國附屬公司的額外資本。

(ii) 注資儲備指向股東收購先健深圳所支付代價的公平值與分佔二零零六年八月所收購淨資產賬面值的差額，而差額被視為合

併會計處理項下的視作股東注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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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得的現金淨額 66,492 22,744
  

投資活動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所支付的購置款項及按金 (36,270) (55,204)

產生及資本化作無形資產的開支 (17,047) (23,941)

就收購廠房及設備所收取的政府補助 50 66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所得款項 142 20

購買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權益工具 (172,864) —

結構性存款存入 (150,000) —

結構性存款支取 60,000 —
  

投資活動所用的現金淨額 (315,989) (78,465)
  

融資活動

因行使購股權而發行股份所得款項 8,093 4,499
  

融資活動所得的現金淨額 8,093 4,49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241,404) (51,222)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51,930 645,208

匯率變動的影響 817 (1,045)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指銀行結餘及現金 211,343 592,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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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八月十七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一間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上市直至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五日，當時本公司股份從聯交所GEM取消上

市，並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六日轉往聯交所主板上市。註冊辦事處地址為PO Box 309, Ugland House, 

Grand Cayman, KY1-1104, Cayman Islands，及主要營業地點位於中國廣東省深圳市南山區高新技術產

業園北區朗山二路賽霸科研樓。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開發、製造及買賣心血管及外周血管疾病及紊亂所

用先進介入醫療器械。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本公司及本集團的主要營運附屬公司的功能貨幣人民幣呈報。

2.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國際會計準則第 34號

（「國際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的適用披露規

定而編製。

3. 主要會計政策

除若干按公平值計量的金融工具（如適用）外，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

除下文所述者外，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應用的會計政策與編製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依循者一致。

此外，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所頒佈且於本中期期間強制生效的國際

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新詮釋及若干修訂。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上述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新詮釋及修訂對在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報的金額及╱

或於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的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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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

內部呈報的分部資料乃按本集團經營分部所供應的產品進行分析，與主要營運決策人（即本公司執行董

事）就資源分配及評估表現而定期檢討的內部資料一致。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8號本集團的經營分部如下：

‧ 結構性心臟病業務：買賣、製造及研發與結構性心臟病有關的設備。

‧ 外周血管病業務：買賣、製造及研發與外周血管病有關的設備。

‧ 起搏電生理業務：買賣、製造及研發與起搏電生理有關的設備。

有關上述分部的資料於下文呈報。

(a) 分部收益及業績

以下為按經營及可報告分部劃分的本集團收益及業績的分析：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結構性心臟病 外周血管病 起搏電生理

業務 業務 業務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部收益

外部銷售額 82,930 163,949 — 246,879
    

分部溢利 70,734 133,491 — 204,225
   

未分配收入

－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

  及虧損 13,781

－融資收入 2,451

未分配開支

－銷售及分銷開支 (47,680)

－行政開支 (35,869)

－研發開支 (40,923)
 

除稅前溢利 95,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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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續

(a) 分部收益及業績－續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結構性心臟病 外周血管病 起搏電生理

業務 業務 業務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部收益

外部銷售額 62,603 113,293 — 175,896
    

分部溢利 49,045 91,949 — 140,994
   

未分配收入

－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及虧損 33,514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業績 78

－融資收入 1,210

未分配開支

－銷售及分銷開支 (31,284)

－行政開支 (25,050)

－研發開支 (27,021)
 

除稅前溢利 92,441
 

分部溢利指各分部賺取的毛利，惟並未分配收入及開支的所有其他項目（如上文所載）。此乃向主

要營運決策人（即本公司執行董事）呈報的方法，以用作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部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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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續

(b) 分部資產及負債

以下為按經營及可報告分部劃分的本集團資產及負債的分析：

分部資產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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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營分部：

 結構性心臟病業務 177,276 207,488

 外周血管病業務 422,227 339,153

 起搏電生理業務 112,802 106,469
  

分部資產總額 712,305 653,110

未分配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936 3,648

 投資物業 127,737 129,952

 遞延稅項資產 24,437 20,406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1,095 10,711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權益工具 172,864 —

 結構性存款 90,000 —

 銀行結餘及現金 211,343 451,930
  

綜合資產 1,343,717 1,269,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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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續

(b) 分部資產及負債－續

分部負債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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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營分部：

 結構性心臟病業務 5,612 6,763

 外周血管病業務 15,337 12,716

 起搏電生理業務 1,041 2,016
  

分部負債總額 21,990 21,495

未分配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 86,533 108,443

 應付稅項 25,259 24,852

 政府補助 58,198 59,001
  

綜合負債 191,980 213,791
  

就監測分部表現及分配分部間的資源而言：

‧ 所有資產均分配予經營分部，惟銀行結餘及現金、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權益工具、

結構性存款、遞延稅項資產、投資物業、若干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若干物業、廠房及

設備除外，及

‧ 計算分部負債時僅貿易應付款項會分配予經營分部，故不包括政府補助（包括其他應付款項

下的即期部分及非即期部分）、應付稅項及若干其他應付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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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薪酬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60,925 47,963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5,141 4,289

 減：資本化開發成本 (10,788) (9,744)
  

55,278 42,508
  

核數師酬金 1,148 937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42,654 34,902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6,582 3,278

投資物業折舊 2,213 37

無形資產攤銷支出 3,226 1,813

解除預付租賃款項 636 636

有關租賃物業的經營租賃租金 5,904 4,591

政府補助 (2,658) (6,808)

銀行存款利息 (2,451) (1,210)

投資物業所得租金收入總額 (16,170) (782)

減：於期內產生租金收入的投資物業所產生的直接經營開支 2,213 37
  

(13,957) (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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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 32,553 12,276

遞延稅項

 本期間 (4,031) (4,022)
  

28,522 8,254
  

根據開曼群島法律，本公司獲豁免繳稅。

本公司附屬公司先健科技貿易有限公司須就於香港賺取的應評稅溢利按16.5%稅率繳納香港利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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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中國附屬公司的稅率為 25%，惟

一間在中國經營自二零零九年起被評定為高新技術企業，並因此享有 15%的優惠所得稅稅率的主要經

營附屬公司則除外。高新技術企業的資格須每三年進行一次審核，並自二零一七年另行延長三年至二

零一九年。該間主要經營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繼續被認定為高

新技術企業。

就其他中國附屬公司而言，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的適用所得稅稅率分別為

25%。

Lifetech Scientific India Private Ltd.須就其應課稅溢利按適用所得稅稅率 30.9%繳稅。

7. 股息

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中期期間，並無派付、宣派或建議派付任何股息。董事亦

無建議派付任何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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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計算以下列數據為基準：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盈利 67,329 84,204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4,332,367 4,322,059

潛在攤薄普通股之影響：

 購股權（千股） 34,205 18,617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4,366,572 4,340,676
  

9. 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無形資產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為提升其製造能力支付約人民幣 9,175,000元（二零一七

年同期：約人民幣 6,767,000元）購買設備及裝修改良廠房。此外，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本集團亦產生樓宇建設及裝修成本約人民幣24,098,000元（二零一七年同期：約人民幣 63,204,000

元），及起搏器項目添置成本約人民幣 6,026,000元（二零一七年同期：約人民幣 10,311,000元）。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就開發結構性心臟病業務、外周血管病業務及起搏電生

理業務產生開發開支約人民幣19,481,000元（二零一七年同期：約人民幣18,022,000元），並就購買無

形資產產生開支約人民幣 500,000元（二零一七年同期：約人民幣 8,67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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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預付租賃款項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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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呈報而分析為：

流動資產 1,308 1,308

非流動資產 30,251 30,884
  

31,559 32,192
  

本集團的預付租賃款項指就根據中期租約持有的中國土地使用權所作出的付款。

11. 金融工具公平值計量

本集團以持續基準按公平值計量的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的公平值。

於各報告期末，本集團的若干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乃按公平值計量。下表提供有關如何釐定金融資產

及金融負債公平值（尤其是估值技術及所使用的輸入數據），以及根據公平值計量的可觀察輸入數據的

等級，及將公平值計量分類歸入公平值等級的層級（第一至三級）的資料。

‧ 第一級公平值計量指於活躍市場就相同資產或負債取得的報價（未經調整）進行的計量；

‧ 第二級公平值計量指以第一級所載報價以外之資產或負債之可直接（即價格）或間接（即按價格推

算）觀察的輸入數據所進行的計量；及

‧ 第三級公平值計量指透過運用並非基於可觀察市場數據的資產或負債輸入數據（不可觀察輸入數

據）的估值技術所進行的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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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金融工具公平值計量－續

金融資產╱金融負債

公平值

公平值

層級

估值技術及

主要輸入數據

重大

不可觀察

輸入數據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金融資產

結構性存款

 （於財務狀況表分類

 為金融資產）

90,000 無 第二級 貼現現金流量。

相關金融工具（包括上市

股份及債權證）的市場價格。

不適用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

 的權益工具（附註）

172,864 無 第三級 市場法 不適用

附註： 於二零一八年五月，本集團投入 20.0百萬美元認購ABG-Grail Limited的股本權益，進而間接持有GRAIL（思為

諾）的股本權益。本集團亦投入6.0百萬美元認購Ally Bridge Group Innovation Capital Partners III, L.P.的合伙權

益。該投資被分類為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金融資產。

12. 貿易應收款項

本集團一般給予其貿易客戶30至 90日的信貸期。下列為於報告期末按與各自收益確認日期相若的發票

日期呈列的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扣除呆賬撥備）的賬齡分析。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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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至 90日 53,106 54,911

91至 180日 6,605 14,621

181至 365日 1,678 2,652

超過 365日 1,781 1,537
  

63,170 73,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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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貿易應付款項

供應商向本集團授予的信貸期介乎30至 120日。下列為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的貿易應付款項的

賬齡分析：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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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至 30日 6,358 3,729

31至 60日 5,027 2,850

61至 120日 3,100 2,123

超過 120日 607 808
  

15,092 9,510
  

14. 政府補助

政府補助包括有關收購廠房及設備及醫療器械研發的補貼。政府補助在可合理保證本集團將遵守其附

帶的條件及將會收取補助時方會確認。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有關醫療器械研發與收

購廠房及設備的補助分別約為人民幣1,806,000元與人民幣 50,000元（二零一七年同期：有關醫療器械

研發與收購廠房及設備的補助約為人民幣 5,955,000元與人民幣 660,000元）。本集團確認截至二零一八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收入約為人民幣 2,658,000元（二零一七年同期：約人民幣 6,808,000元）。政

府補助的即期部分包括尚未於損益確認與醫療器械研發有關的補貼，計入其他應付款項。政府補助的

非即期部分包括尚未於損益確認與收購廠房及設備有關的補貼，計入非流動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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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股本

金額

股份數目 美元
  

普通股

法定：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每股面值 0.00000125美元 40,000,000,000 50,000
  

於簡明綜合

財務報表內

金額 列示為

股份數目 美元 人民幣千元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

 每股面值 0.00000125美元 4,320,811,600 5,401 35

 行使購股權 8,667,200 11 —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每股面值 0.00000125美元 4,329,478,800 5,412 35

 行使購股權 6,812,400 8 —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每股面值 0.00000125美元 4,336,291,200 5,420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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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

購股權計劃已於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二日由本公司採納，並於二零一五年五月五日經董事會的一致通

過書面決議案修訂，主要用於為合資格參與者提供獎勵。

於二零一五年五月五日，合共160,000,000份購股權已根據購股權計劃授予若干合資格參與者（「承授

人」），惟須受若干歸屬條件規限。購股權分別訂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五日、二零一七年五月五日、二零

一八年五月五日、二零一九年五月五日及二零二零年五月五日分五批全數歸屬，每批歸屬購股權為總

數的 20%。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的57,536,800份購股權已歸屬及維持可行

使狀態。

下表披露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根據購股權計劃授予承授人的本公司購股權的變動情況：

購股權涉及的股份數目

於 於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八年

一月一日 於 於 六月三十日

類型 尚未行使 期內行使 期內失效 尚未行使
     

第一批 20,871,600 (2,926,000) (400) 17,945,200

第二批 22,026,000 (2,854,800) (400) 19,170,800

第三批 22,432,400 (1,031,600) (980,000) 20,420,800

第四批 22,432,400 — (1,165,600) 21,266,800

第五批 22,432,400 — (1,165,600) 21,266,800
    

總計 110,194,800 (6,812,400) (3,312,000) 100,070,400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可行使 57,536,800

加權平均行使價 1.464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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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續

就於二零一五年五月五日授出的購股權而言，公平值乃採用二項式模型計算。該模型的輸入數據如下：

授予日期股份價格 1.410港元

行使價 1.464港元

預期年期 7.75年至 8.75年

預期波幅（附註 i） 54.18% - 55.33%

股息率 0%

無風險利率（附註 ii） 1.51% - 1.56%

附註：

(i) 波幅為股份代號 1066.hk、233.hk及 801.hk股價每日回報率的年化標準偏差的平均數，經參考彭博的資料，期限等

於購股權年期。

(ii) 無風險利率指於估值日香港主權港元債券曲線的相關到期收益率。必要時會採用直線內插法。

購股權公平值使用二項式模型估計。該模型涉及建立一個二項式點陣，即購股權年期內不同的股價可

能走勢。在建立二項式點陣時，購股權年期乃細分為不同時間點。各時間點均存在二項式股價變動。

該模型的主要輸入數據包括本公司股價、購股權的行使價、無風險比率、預期波幅、股息率及預計年

期。預期波幅乃以相關期間內可資比較公司的歷史股價而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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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續

於二零一八年五月十日，合共 201,280,000份購股權根據購股權計劃授予承授人，惟須受若干歸屬條

件規限。購股權計劃分別於二零一九年五月十日、二零二零年五月十日、二零二一年五月十日、二零

二二年五月十日及二零二三年五月十日分五批全數歸屬，每批歸屬購股權總數的20%。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並無購股權根據購股權計劃獲歸屬。

下表披露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根據購股權計劃授予承授人之購股權變動情況：

購股權可發行的股份數目

類型

於二零一八年

一月一日

尚未行使 於期內授出 於期內行使 於期內失效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尚未行使
      

第一批 — 40,256,000 — — 40,256,000

第二批 — 40,256,000 — — 40,256,000

第三批 — 40,256,000 — — 40,256,000

第四批 — 40,256,000 — — 40,256,000

第五批 — 40,256,000 — — 40,256,000
     

總計 — 201,280,000 — — 201,280,000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可行使 —

加權平均行使價 2.630港元

就於二零一八年五月十日授出的購股權而言，公平值乃採用二項式模型計算。該模型的輸入數據如下：

授予日期股份價格 2.630港元

行使價 2.630港元

到期期限 10年

歸屬期間 1-5年

最初相關價格 2.630港元

無風險利率（附註 i） 2.162%

股息率 0%

波幅（附註 ii） 49.774%

附註：

(i) 無風險利率指於估值日香港主權港元債券曲線的相關到期收益率。必要時會採用直線內插法。

(ii) 波幅為股份代號 1066.hk、233.hk及 801.hk股價每日回報率的年化標準偏差的平均數，經參考彭博的資料，期限等

於購股權年期。

(iii) 所採納之董事及僱員行使倍數值分別為 2.80及 1.41。僱員行使倍數乃根據過往購股權變動記錄而估計。由於董事之

過往行使概無記錄，其數值乃參考 John Hull及Alan White的《僱員購股權如何估值》(How to Value Employee Stock 

Options)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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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續

二項式模型涉及建立一個二項式點陣，即購股權年期內不同的股價可能走勢。在建立二項式點陣時，

購股權年期乃細分為不同時間點。各時間點均存在二項式股價變動。例如，倘合共有 20個時間點，則

點陣將由 220個可能股價走勢及 220+1個最終股價構成。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於損益確認約人民幣15,535,000元（二零一七年：約人

民幣 7,533,000元）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開支。此外，約人民幣4,045,000元（二零一七年：約人民幣

1,453,000元）計入資本化的開發成本及存貨。

17. 經營租賃

本集團作為承租人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就有關物業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賃的未來最低租賃款項承擔的到期情況如下：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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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86 3,896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16,232 1,991
  

25,418 5,887
  

經營租賃款項指本集團就若干物業應付的租金。租約及租金乃按一至五年的年期磋商及釐定。

本集團作為出租人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已就下列未來最低租賃款項與租戶訂立合約：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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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73 28,601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113,691 102,283
  

150,764 130,884
  



– 22 –

18. 資本承擔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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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訂約但未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撥備與收購物業、

 廠房及設備有關的資本開支 18,435 39,907
  

19. 關聯方披露

(a) 交易及貿易結餘

該等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屬貿易性質，信貸期為60至 90日。於報告期末，該等款項的賬齡為

90日以內。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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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付一名股東款項：

 美敦力 — 11,985
  

期內，本集團與關聯方進行以下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交易性質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已付及應付美敦力的起搏器項目諮詢費 1,407 3,792

已付及應付美敦力的特許權費 4,264 3,406

向美敦力購買貨品 2 917

向深圳市恩科醫療科技有限公司（「恩科醫療」）銷售貨品的收益 —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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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關聯方披露－續

(a) 交易及貿易結餘－續

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五日，美敦力與中國光大控股有限公司（「中國光大」，股份代號：165.HK）及另

一家投資者訂立正式協議，以出售 (i)於本公司的 22.4%股權予中國光大及 (ii)美敦力於本公司剩餘

的少數股權予該其他投資者。於該交易完成後，美敦力將不再於本公司股份中持有任何權益。

於二零一七年，本集團與一名獨立第三方訂立買賣協議，據此，本集團出售於恩科醫療的全部權

益股份，現金所得款項為人民幣760,000元。完成出售後，本集團不再對恩科醫療具有重大影響

力。

(b) 主要管理層人員薪酬

期內主要管理層人員的薪酬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短期僱員福利 4,937 4,476

離職福利 182 138
  

5,119 4,614
  

主要管理層人員的薪酬乃參考個人表現及市場趨勢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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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概覽

本集團為心血管及外周血管疾病與紊亂所用先進微創介入醫療器械的開發商、製造商及營銷商。我們現有三

條主要產品線，包括結構性心臟病業務、外周血管病業務及起搏電生理業務。結構性心臟病業務主要包括先

天性心臟病封堵器及 LAA封堵器。外周血管病業務主要包括腔靜脈濾器及覆膜支架。新產品線起搏電生理主

要與起搏器有關。該等產品線提供臨床療效好及在商業上具吸引力的產品選擇。

現時，我們的分銷商遍佈亞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及歐洲的多個國家，銷售網絡覆蓋全球各地。

上半年表現

儘管面對不斷加劇的全球醫療器械的行業競爭，中國醫療器械招標模式改革以及更為嚴格的價格監管，截

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的收益仍取得大幅增長。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我

們的收益約為人民幣 246.9百萬元，較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 175.9百萬元增加約

人民幣 71.0百萬元或約 40.4%。較二零一七年同期，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國內銷售額增加

約 40.6%及海外銷售額增加約39.6%。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國市場的銷售額佔總收益約

78.5%（二零一七年同期：約 78.4%）。本集團的毛利由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 141.0

百萬元增加約 44.8%至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 204.2百萬元。

營銷活動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我們透過甄選優質分銷商繼續強化分銷系統，及亦通過增加貿易展會

推廣活動、擴大銷售網絡覆蓋面以推廣我們的產品。營銷活動概要如下：

‧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至二月三日，二零一八年先天性與結構性心臟病介入治療大會亞太分會

（「CSI」）在越南胡志明市舉行。會議期間，三位泰國醫生使用先健科技的KONAR-MFTM多功能封堵器進

行了一例高難度室間隔缺損封堵手術，該手術非常成功。於左心耳（「LAA」）研討會上，醫生高度肯定了

LAmbreTM LAA封堵器於產品設計及創新方面的優越性。我們亦舉辦一場主題為「先天性心臟病介入治

療的器械使用經驗」的衛星會議，會議由先天性心臟病介入治療領域的多位知名專家共同主持，並邀請

多名全球知名專家討論及分享其使用先健科技的封堵器的臨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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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第十六屆中國介入心臟病學大會（「CIT 2018」）於中國蘇州舉

行。於大會開幕式上，IBSTM可吸收藥物洗脫冠脈支架系統於全球範圍內首次成功植入人體，並在大

會現場進行了直播。由先健科技研發的 IBSTM鐵基可吸收藥物洗脫冠脈支架是目前唯一在支架性能和

規格覆蓋上可與永久支架媲美的生物可吸收支架。CIT 2018亦展示AnkuraTM大動脈覆膜支架系統、

LAmbreTM LAA封堵器及KONAR-MFTM多功能封堵器的卓越性能。

‧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世界最大的血管外科會議之一Charing Cross Symposium大

會於英國倫敦舉行。先健科技是為數不多的受邀參與該學術會議的中國企業之一。會議期間，先健科

技的展台及案例分享吸引諸多外國醫生及代理訪問及諮詢。於四月二十四日，以「主動脈治療技術案

例」為主題的會議如期舉行，成功地展示我們在外周血管介入領域的創新實力。

‧ 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介入心臟病學領域水平最高的頂級盛會之一 EuroPCR 2018於

法國巴黎舉行。眾多著名專家和學者應邀參加該會議，共同交流與探討心血管介入技術的最新進展。

會議期間，透過現場案例及研討會，多位知名專家討論及分享各自使用先健科技的 LAmbreTM LAA封堵

器及KONAR-MFTM多功能封堵器的經驗。

‧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第十四屆Complex Cardiovascular Catheter Therapeutics

（「C3」）會議於美國佛羅裡達奧蘭多舉行。會議圍繞主動脈、外周血管、複雜冠脈、結構性心臟病的外

科治療等主題展開。會議期間，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血管外科團隊使用先健科技的AnkuraTM胸主

動脈覆膜支架於大會現場進行了手術直播演示，專家們對此次現場直播手術給予高度評價。

‧ 二零一八年六月六日為第六個中國房顫日，先健科技推出「關注心房顫，預防腦卒中」的全國手術之

旅。我們計劃於中國內地、香港、澳門及台灣的 30多個醫療中心開展 LAmbreTM LAA學術活動。透過在

線演講及交流、案例分享及討論以及手術演示等多種學術活動，更多的醫生可學習預防及治療房顫卒

中的經驗，掌握左心耳封堵手術的臨床及手術技巧，降低房顫引致的卒中風險。同步聯播的第一批手

術由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武漢大學人民醫院及上海第十人民醫院聯袂開啟。在線直播手術獲得全

球關注，吸引了超過 4,000人次觀看與綫上討論。該同步聯播使觀看者對左心耳封堵手術及於手術中使

用 LAmbreTM LAA封堵器的技巧有了更細致和全面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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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及開發（「研發」）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我們在研發領域取得以下成就：

‧ KONAR-MFTM多功能封堵器已於歐洲獲授歐盟合格認證。

‧ 由先健科技研發的 IBSTM可吸收藥物洗脫冠脈支架系統首次植入人體（「首次植入人體」）的研究獲得食品

藥品監管總局批准。於三月，IBSTM可吸收藥物洗脫冠脈支架系統於全球範圍內首次成功植入人體，並

於CIT 2018進行現場直播。

‧ 先健科技與廣東省人民醫院完成的「先天性心臟病三級防治體系建立與關鍵技術創新及應用」項目獲授

「二零一七年度廣東省科學技術」一等獎。

財務回顧

概覽

儘管面對醫療器械市場競爭激烈的挑戰性環境，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的收益仍取得大

幅增長。

下列討論乃基於本中期業績公佈所載財務資料及增補附註作出，並應與其一併閱讀。

收益

我們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收益約為人民幣246.9百萬元，較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的約人民幣 175.9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 71.0百萬元或約 40.4%。收益增幅乃主要由於覆膜支架、腔靜

脈濾器及 LambreTM LAA封堵器收益增加所致。

來自結構性心臟病業務的收益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結構性心臟病業務貢獻的營業額約為人民幣 82.9百萬元（二零一七年同

期：約人民幣 62.6百萬元），增幅約 32.4%。

我們的產品組合多元化，廣泛覆蓋結構性心臟病業務，主要包含 LAA封堵器及三代先天性心臟病封堵器如

HeartR，Cera及CeraFlex。

與二零一七年同期相比，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銷售Cera器械所產生的收益增加約 15.5％

及銷售CeraFlex器械所產生的收益增加約 69.1％。銷售HeartR器械所產生的收益減少約 14.0％，主要是由

於HeartR器械逐漸被Cera器械替代所致。

繼二零一六年六月和二零一七年六月分別取得歐盟及食品藥品監管總局合格認證後，我們於市場推出新產品

LAmbreTM LAA封堵器。LAmbreTM LAA封堵器產生的銷售收益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為人

民幣 17.6百萬元（二零一七年同期：約人民幣 2.9百萬元），增長約 5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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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外周血管病業務的收益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外周血管病業務貢獻的營業額約為人民幣164.0百萬元（二零一七年同

期：約人民幣 113.3百萬元），增長約 44.7%。

我們的外周血管病業務所提供的產品主要包括腔靜脈濾器、胸主動脈（「TAA」）覆膜支架、腹主動脈（「AAA」）

覆膜支架及FustarTM可調彎鞘。與二零一七年同期相比，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銷售覆膜支

架所產生的收益增加約 42.5%及銷售腔靜脈濾器所產生的收益增加約 47.3%。

來自起搏電生理業務

於本中期業績公佈日期，HeartToneTM植入式心臟起搏器批量生產的籌備工作經已完成，該新產品預計於二

零一八年下半年上市銷售。

毛利及毛利率

由於我們的產品銷量增加且品種豐富，本集團的毛利由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

141.0百萬元增加約 44.8%至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 204.2百萬元。毛利率由截至二

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80.2%上升約 2.5%至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82.7%。該

上升主要是由於製造工藝改進及產品銷售結構的變化。

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

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由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33.5百萬元減少至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13.8百萬元，主要是由於諮詢服務收入減少。

根據本集團與購買北京市普惠生物醫學工程有限公司的獨立第三方（「買方」）簽署的諮詢協議，本集團須向買

方提供自二零一六年十二月開始為期12個月且代價為 8.0百萬美元（約人民幣 55.4百萬元）的諮詢服務。截止

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就該諮詢服務確認其他收入約人民幣 27.7百萬元。由於該諮詢協議

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到期，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確認諮詢服務收入。

銷售及分銷開支

銷售及分銷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31.3百萬元增加約 52.4%至截至二零一八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 47.7百萬元。銷售及分銷開支增加主要是由於 (i)推廣開支增加，尤其是

LAmbreTM LAA封堵器推廣開支的增加；(ii)員工成本增加；及 (iii)已付及應付Medtronic, Inc.及其聯屬公司

（「美敦力」）的特許權費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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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25.1百萬元增加約 43.0%至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 35.9百萬元。行政開支增加主要是由於 (i)員工成本增加；及 (ii)位於中國深圳市

南山區科技園的大廈（「先健大廈」）新增折舊費、物業管理費及水電費開支所致。

研發開支

研發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27.0百萬元增加約 51.5%至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 40.9百萬元。此外，於本期間，約人民幣 19.5百萬元（二零一七年同期：約人民

幣 18.0百萬元）計入資本化的開發支出。考慮該資本化支出的影響，研發成本由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 45.0百萬元增加約 34.2%至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 60.4百萬

元。研發開支增加主要是由於 (i)開發項目的支出增加，尤其是臨床試驗的支出顯著增加；及 (ii)研發部員工

的薪金、花紅及相關開支有所上升所致。

經營溢利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我們錄得經營溢利約人民幣 93.5百萬元，較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91.2百萬元的經營溢利增加約 2.5%。該增幅乃主要由於 (i)銷售收益增長；及 (ii)租金收

入帶來的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增加所致。

融資收入及融資成本

融資收入由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1.2百萬元增加約 108.3%至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 2.5百萬元。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於二零一七年同期，概無確認融資成本。

所得稅

所得稅由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8.3百萬元增加至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的約人民幣 28.5百萬元。所得稅增加乃主要由於先健深圳向母公司分配溢利產生所得稅約 13.9百萬元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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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利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純利約為人民幣 67.3百萬元，而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純利則約為人民幣 84.2百萬元。該減少主要是由於 (i)諮詢服務帶來的其他收入及其他收

益減少 27.7百萬元；(ii)先健深圳向母公司分配溢利產生所得稅增加約 13.9百萬元；及 (iii)以股份為基礎的付

款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 7.5百萬元增加約 8.0百萬元至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 15.5百萬元所致。剔除由此產生的影響，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純利約人民幣 96.7百萬元，而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純利則約為

人民幣 64.0百萬元，增幅約 51.1%。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權益工具

於二零一八年五月，本集團投入 20.0百萬美元認購ABG-Grail Limited的股本權益，進而間接持有Grail, 

Inc.（「GRAIL（思為諾）」）的股本權益。本集團亦投入 6.0百萬美元認購Ally Bridge Group Innovation Capital 

Partners III, L.P.（「合伙企業」）的合伙權益。該投資被分類為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計入其

他全面收益」）的金融資產，並且不構成本公司須予披露的交易。

GRAIL（思為諾）是一家專注研究及早發現癌症的醫療保健公司。GRAIL（思為諾）利用高強度測序、參與人數

眾多的臨床試驗以及最先進的電腦科學與資料科學，以加深對癌症生物學的科學認知，開發早發現癌症的先

驅產品並實現商業化。GRAIL（思為諾）位於美國加州門洛派克和香港，並獲得全球領先的投資者和製藥、科

技及醫療保健公司的支持。

合夥企業乃於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三日根據開曼群島豁免有限合夥企業法登記為豁免有限合夥企業。合夥企業

於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一日作為私募基金成立及開始經營業務。合夥企業的目標為，主要透過投資於涉足醫療

行業的證券或公司資產，尤其專注於快將完成創新的跨境投資機遇及交叉投資，尋求取得長期增值。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主要以其自有營運資金及股本資金撥充其業務資金。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額約為人民幣457.9百萬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人民幣 606.9百萬元），包括現金及銀行結餘約人民幣 211.3百萬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451.9百萬元）及結構性存款人民幣 90.0百萬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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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八日，我們在中國的主要經營附屬公司之一先健深圳與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

行（「貸款人」）訂立貸款協議（「貸款協議」）及抵押協議（「抵押協議」），據此，貸款人同意向先健深圳貸出一

筆金額為人民幣 200.0百萬元（相等於約 253.6百萬港元）的貸款，貸款利率介乎從銀行提取貸款當日基準利

率下浮 10%至基準利率上浮60%之間，貸款期為五年，惟須受貸款協議的條款及條件所規限。根據貸款協

議，先健深圳以其持作自用的土地使用權（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賬面淨值約為人民幣 31.6百萬元）及先健

大廈作為抵押，用以取得該銀行借款。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銀行借款為人民幣200.0百萬元。於二零

一七年七月，該筆銀行借款已悉數還清，抵押協議相應終止。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無任何借款。

資產負債率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資產負債率（計算為銀行借款與權益總額

的比例）為零。

資本架構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約為人民幣1,148.4百萬元，而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約為人民幣 1,052.8百萬元。

樓宇建設及經營租賃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先健深圳與中建四局第三建築工程有限公司（「承包商」）訂立建築工程施工合

同（「原建築工程施工合同」），據此承包商已同意按商定合同價承接本公司的建築工程。進一步詳情，請參

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及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九日的公佈、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四月

二十一日的通函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五月七日的表決結果公佈。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該先健大廈建設已完成且本公司已就該先健大廈取得不動產權證書。董事會決定將該先

健大廈總建築面積的約 50%用作本集團運營及行政辦公室，而總建築面積的餘下 50%向外部租戶出租。

自二零一七年起，本公司與先健大廈租戶訂立租賃協議。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三月

二十七日的公佈。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進行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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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投資及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

除本中期業績公佈所披露者外，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並無持有任何重大投資，於本

中期業績公佈日期，董事會亦無計劃任何其他重大投資或添置資本資產。

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金融工具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擁有或使用任何金融工具作對沖用途。

資本開支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就物業、廠房及設備（「PPE」）、在建工程、無形資產、預付租

賃款項及PPE按金產生的資本開支約為人民幣 53.3百萬元（二零一七年同期：約人民幣 69.9百萬元）。

外匯風險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業務主要位於中國及歐洲。來自歐洲的收益佔本集團總收益

約 6.9%（二零一七年同期：約 5.8%）。本期間存在歐元、美元、印度盧比及港元匯率變動，本集團的經營業

績及財務狀況可能會受到匯率變動的影響。由於本集團對貨幣結構進行合理配置，有效降低了外匯風險，

董事認為現階段本集團並無重大外匯風險。因此，本集團期內並無實施任何正式對沖或其他政策應對有關風

險。本集團將持續監控其外匯風險並將於需要時考慮對沖外幣風險。

抵押集團資產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抵押其任何資產。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663名（二零一七年同期：564名）全職僱員及三名執行董事（二零一七年

同期：三名）。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員工成本總額（包括董事薪酬）約為人民幣 55.3百萬元

（二零一七年同期：約為人民幣 42.5百萬元）。退休福利計劃方面，本集團採納界定供款福利計劃。截至二零

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就退休福利計劃作出的供款金額約為人民幣 5.1百萬元（二零一七年同期：約人

民幣 4.3百萬元）。本集團不可動用被沒收供款（由僱主代表供款的僱員於有關供款全數歸屬前退出計劃產生

的供款）作減低現有供款水平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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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薪酬政策乃參考個別僱員的表現、資質及經驗以及本集團的業績及市況釐定。本集團向僱員提供的

福利包括酌情花紅、交通及午餐補貼、基本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失業保險、團體商業意外保險、團體商業

醫療保險及授予僱員的購股權。酌情花紅與本集團的業績以及個人表現掛鈎。本集團亦已於二零一一年十月

二十二日為其僱員採納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其後於二零一五年五月五日經董事會的一致

書面決議案修訂。為確保本集團僱員在業內保持競爭力，本集團亦為員工安排培訓以提升其技能及知識。

未來前景

本集團將繼續依賴兩個核心業務（即結構性心臟病業務及外周血管病業務）以實現二零一八年下半年的潛在增

長。本集團亦將積極擴展其產品範圍並提升其固有的市場地位。

先健科技的HeartToneTM起搏器及 TruSenseTM植入式心臟起搏電極導線已於二零一七年獲授食品藥品監管總

局註冊證認證，使得本集團成為中國首家擁有達到國際級技術及功能的植入式心臟起搏器系統的生產廠家。

於本中期業績公佈日期，HeartToneTM植入式心臟起搏器批量生產的籌備工作經已完成，該新產品預計於二

零一八年下半年上市銷售。

我們不斷地投資於研發，改良、提升及開發產品，以應對我們不同市場及客戶的需求。我們多元化的產品組

合、完善的產品開發規劃及強大的研發實力，為我們提供了通過進一步滲透及擴展至主要國際市場而壯大業

務及增加收益的龐大商機。

進一步展望未來，本集團將積極把握醫療器械行業發展趨勢，在我們現有業務分部內外尋找具有高增長、高

利潤率及巨大增長潛力的機遇。

其他資料

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一七年同期：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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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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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致力於達致高水準的企業管治以保障其股東（「股東」）權益並提升企業價值。本公司已採用載於上市規

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的原則，作為其本身的企業管治守則，並確認其於截至二零

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守則下的所有重要守則條文，惟如下文所述偏離企業管治守則

的守則條文第A.2.1條。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與首席執行官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於二

零一五年三月二日趙亦偉先生辭任本公司首席執行官後，董事會主席謝粵輝先生獲委任為本公司首席執行

官。因此，董事會主席與首席執行官由同一人兼任。雖然兼任主席及首席執行官偏離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

文第A.2.1條的規定，但董事會相信，由像謝粵輝先生這樣經驗豐富的合資格人士同時擔任主席及首席執行

官可為本公司提供強而有力及穩定的領導，同時確保對業務決策和戰略作出有效及高效的規劃和實施。

董事會不時檢討企業管治架構及常規，並於其認為適當時作出必要安排。

進行證券交易的標准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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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其本身的行

為守則，董事按不比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準則寬鬆的條款買賣本公司證券。

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本公司確認，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董事會全體成員均遵守

標準守則的規定。

因所擔任職務而可能獲得內幕消息的本公司高級管理層、行政人員及員工亦已被要求遵守標準守則的規定。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未發現該等員工有違反標準守則的行為發生。

審核委員會及審閱中期業績

董事會已根據聯交所上市公司的企業管治規定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於本中期業績公佈日期，審

核委員會由三名成員組成，即梁顯治先生（具備適當專業資格擔任委員會主席）、周路明先生與王皖松先生，

彼等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及會計原則已經審核委員會審閱及討論，審

核委員會認為，編製有關業績符合相關會計準則、上市規則及適用的法律規定，且已作出充分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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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中期業績公佈及中期報告

中期業績公佈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 (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www.lifetechmed.com)
上登載。載有上市規則所規定之所有資料的本公司二零一八年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間寄發予股東及於上述網

站上登載。

承董事會命

先健科技公司

執行董事、主席兼首席執行官

謝粵輝

香港，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謝粵輝先生、張德元先生及劉劍雄先生；非執行董事姜峰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梁顯

治先生、王皖松先生及周路明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