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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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
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LDINGS CO. LIMITED
中國中藥控股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570）

有關出售國藥集團貴州血液制品有限公司
20%股權之關連交易

該協議

於二零一八年十月九日，賣方與買方訂立該協議，據此賣方同意出售及買方同意收購 20%目標
公司權益，現金代價為人民幣 90.6百萬元（相當於約 102.4百萬港元）。緊隨完成後，本集團將
不再持有任何目標公司權益。

上市規則涵義

買方為中國醫藥集團之間接附屬公司，而其為國藥香港之控股公司。國藥香港為持有
1,614,313,642股股份之控股股東，佔於本公告日期全部已發行股份約 32.06%。因此，根據上
市規則第 14A章，買方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而出售事項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交易。

由於上市規則第14.07條項下之適用百分比率多於0.1%但少於5%，出售事項僅須遵守上市規則
第 14A章項下之申報及公告規定，但獲豁免遵守通函（包括獨立意見）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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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一八年十月九日（聯交所交易時間結束後），賣方（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
司）與買方訂立該協議，據此賣方同意出售及買方同意收購待售權益，即20%目標公司權益，現金
代價為人民幣 90.6百萬元（相當於約 102.4百萬港元）。該協議之詳情載列如下。

該協議

日期

二零一八年十月九日

訂約方

(i) 賣方（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及

(ii) 買方。

買方為於中國成立之有限公司，主要於中國從事研發、生產及銷售生物製品。其為中國醫藥集團
透過中國生物科技及北京天壇生物製品之間接附屬公司。中國醫藥集團為國藥香港之控股公司，
而其為持有1,614,313,642股股份之控股股東，佔於本公告日期全部已發行股份約32.06%。因此買
方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

將予出售資產

根據該協議，賣方同意出售及買方同意收購待售權益，即 20%目標公司權益。目標集團主要於中
國從事研發、製造及銷售血漿類生物醫藥產品。目標集團之進一步資料載列於下文「有關目標集團
之資料」一節。

代價

待售權益之代價為人民幣 90.6百萬元（相當於約 102.4百萬港元），須由買方於完成後 20個營業日
內支付予賣方。待售權益之代價乃參考於中國從事生產血液制品的可比較上市公司的交易倍數，
由賣方及買方經公平磋商後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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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決條件

完成須待以下條件達成後方可作實：

(i) 北京天壇生物製品（買方之控股股東）之董事會及獨立股東已批准該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

(ii) 董事會已批准該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

(iii) 賣方及買方已根據賣方及買方各自的組織章程細則完成批准該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的所有
內部程序；

(iv) 向中國醫藥集團提交有關目標公司的估值報告予以備案；及

(v) 中國生物技術（北京天壇生物製品之控股股東）已批准該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

完成

完成將於由賣方及買方於達成上述所有條件後釐定的日期（預期為二零一八年年末）完成。

緊隨完成後，本集團將不再持有任何目標公司權益。

有關目標集團之資料

目標公司為中國成立之有限公司。於該協議日期，目標公司由買方擁有 80%及賣方擁有 20%。目
標集團主要於中國從事研發、製造及銷售血漿類生物醫藥產品。目標公司亦全資擁有兩間公司，
主要於中國江西省從事血漿採集。目標集團之產品主要供應至中國之醫院及防疫中心。

下文載列目標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各年以及截至二零
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製備的未經審核綜合財務資料：

截至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相等於

約千港元 人民幣千元
相等於

約千港元 人民幣千元
相等於

約千港元

收益 27,250 30,793 87,854 99,275 42,691 48,241

除稅前溢利╱（虧損） (10,158) (11,479) 13,200 14,916 (1,086) (1,227)

除稅後溢利╱（虧損） (10,158) (11,479) 12,259 13,853 (1,086) (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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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的未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 70.7百萬元（相等於約 79.9

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目標集團錄得除稅後虧損約人民幣 10.2百
萬元（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除稅後溢利人民幣 12.3百萬元），主要由於血漿類
生物醫藥行業競爭加劇，導致目標集團銷售下滑。

進行出售事項之理由

本集團主要業務活動為於中國製造及銷售中藥及醫藥產品，重點方向為中藥配方顆粒、中藥藥物
及中藥飲片。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賣方以注資現金人民幣 153.0百萬元（相等於約 172.9百萬港元）之方式收購
51%目標公司權益。由於目標集團的主要產品有別於本集團的產品，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賣方
以代價人民幣 139.5百萬元（相等於約 157.6百萬港元）向中國生物技術出售 31%目標公司權益。於
上述出售事項完成後，賣方於目標公司之權益已減少至 20%。

儘管目標集團在過去兩年中對本集團有盈利貢獻，其業務並非本集團主營業務發展之方向。同
時，目標集團之業務在 2018年上半年面臨嚴峻的競爭，影響了其業務表現。鑒於本集團致力於投
放更多資源並專注於中藥產業鏈的整合以及加強其核心業務之行業領先地位，董事會決定出售目
標公司的剩餘權益。

估計本集團將就出售事項實現收益約人民幣 0.5百萬元（相等於約 0.6百萬港元），即人民幣 90.6百
萬元（相等於約 102.4百萬港元）的待售權益代價，扣除人民幣 89.7百萬元（相等於約 101.4百萬港
元）的本集團之綜合賬目內待售權益賬面值及出售事項直接產生的開支。股東應注意，本集團將
予錄得的出售事項實際損益將視乎目標集團於完成日期的財政狀況，或會與上述估計有所不同。
出售事項所得款項（扣除就此直接產生的開支）估計約為人民幣 90.2百萬元（相等於約 101.9百萬港
元）。本公司擬將出售事項所得款項用作一般營運資金。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該協議條款屬公平合理，而出售事項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
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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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涵義

買方為中國醫藥集團之間接附屬公司，而其為國藥香港之控股公司。國藥香港為持有
1,614,313,642股股份之控股股東，佔於本公告日期全部已發行股份約 32.06%。因此，根據上市規
則第 14A章，買方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而出售事項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交易。

由於上市規則第 14.07條項下之適用百分比率多於 0.1%但少於 5%，出售事項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章項下之申報及公告規定，但獲豁免遵守通函（包括獨立意見）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於中國醫藥集團擁有職位的董事（即楊珊華先生及劉存周先生）已就批准出售事項的董事會決議案
放棄投票，由於該等董事憑藉彼等於中國醫藥集團之職位而被視為於該協議中擁有重大權益。

釋義

於本公告中，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該協議」 指 賣方與買方有關出售事項訂立之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十月九日的協議

「北京天壇生物製品」 指 北京天壇生物製品股份有限公司，於中國成立之有限公司，並於上海
證券交易所上市（股份代號：600161)），且為買方之控股股東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營業日」 指 星期六、星期日或中國法定假期外之任何日子

「中國生物技術」 指 中國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於中國成立之有限公司，並為北京天壇
生物製品之控股股東及中國醫藥集團之附屬公司

「中國醫藥集團」 指 中國醫藥集團有限公司，於中國成立之國有企業及為國藥香港之最終
控股公司



6

「本公司」 指 中國中藥控股有限公司，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已發行股份
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570）

「完成」 指 根據該協議之條款及條件完成出售事項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

「控股股東」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出售事項」 指 根據該協議賣方向買方出售待售權益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
灣

「買方」 指 成都蓉生藥業有限公司，於中國成立之有限公司及為北京天壇生物製
品之附屬公司

「待售權益」 指 賣方於本公告日期持有的 20%目標公司權益

「股東」 指 本公司股本中已發行普通股持有人

「國藥香港」 指 國藥集團香港有限公司，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及為控股股東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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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公司」 指 國藥集團貴州血液制品有限公司（前稱為貴州中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於中國成立之有限公司

「目標集團」 指 目標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中藥」 指 傳統中藥

「賣方」 指 國藥集團廣東環球製藥有限公司，於中國成立之有限公司及為本公司
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之法定貨幣

「港元」 指 港元，香港之法定貨幣

「%」 指 百分比

本公告內人民幣金額已按人民幣1元兌1.13港元之匯率換算為港元，僅供說明之用。概不表示任何
港元及人民幣金額已經或能夠按上述匯率或任何其他匯率兌換。

承董事會命
中國中藥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吳宪

香港，二零一八年十月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十二名董事組成，其中吳宪先生、王曉春先生、趙東吉先生及黃鶴女
士為執行董事；劉存周先生、楊珊華先生、唐華女士及蕢凱頻先生為非執行董事；周八駿先生、
謝榮先生、余梓山先生及盧永逸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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