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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定名稱

中國生物製藥有限公司

股票代號

1177

公司網址

www.sinobiopharm.com

公司註冊地點

開曼群島

主板上市日期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八日

創業板上市日期

二零零零年九月二十九日

董事

執行董事
謝炳先生（主席）
張寶文先生
徐曉陽先生
謝炘先生
鄭翔玲女士
陶惠啟先生
何惠宇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陸正飛先生
李大魁先生
李軍女士

審核委員會

陸正飛先生（主席）
李大魁先生
李軍女士

薪酬委員會

謝炳先生（主席）
陸正飛先生
李軍女士

公司秘書

梁秀鳳女士

認可會計師

余秋玲女士，FCCA, CPA

授權代表

謝炳先生
梁秀鳳女士

接受傳票及通告之授權代表

謝瑗小姐

主要往來銀行

中信嘉華銀行有限公司
香港
灣仔
軒尼詩道166號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花園道一號

中國農業銀行連雲港分行
中國
江蘇省
連雲港市
新浦區
通灌北路43號

公司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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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份過戶登記處

Butterfield Fulcrum Group (Cayman) 
 Limited
P.O. Box 705
Butterfield House
Fort Street
George Town
Grand Cayman
Cayman Islands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
香港
灣仔
皇后大道東28號
金鐘匯中心26樓

註冊辦事處

Codan Trust Company (Cayman) Limited
Century Yard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GT
George Town
Grand Cayman
British West Indies

總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
灣仔
港灣道1號
會展廣場辦公大樓41樓09室

核數師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香港
中環
金融街8號
國際金融中心2期18樓

法律顧問
香港法律：
美富律師事務所
香港
中環
皇后大道中15號
置地廣場公爵大廈33樓

開曼群島法律：
Conyers Dill & Pearman, Cayman
Century Yard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GT
George Town
Grand Cayman
British West Indies

中國法律：
航舵律師事務所
中國
北京市
東城區東長安街一號
東方廣場C2辦公樓308A

投資者關係顧問
縱橫財經公關顧問有限公司
香港
金鐘
夏愨道18號
海富中心第1期
29樓A室

公司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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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以下經營業績：

– 營業額約157,238萬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約49.4%；

– 集團應佔盈利約17,633萬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約31.4%；

– 每股基本盈利約7.47港仙，較去年同期增長約26%；

– 新產品銷售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22.9%；及

–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約188,879萬港元。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宣佈派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二季度之股息每股1.5港
仙，連同第一季度已派發股息每股1.5港仙，兩季度合共派發每股3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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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概覽

中國生物製藥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和共同控制公司（「本集團」）是一家綜合性
兼集團化之製藥企業。本集團主要透過應用先進的中藥現代化技術和生物技術，研發、生產
及銷售多種促進人類健康的生物藥品、中藥現代製劑及化學藥品。另一方面，本集團亦策略
性地拓展能源化工業務，透過全資附屬公司正大精化工有限公司簽訂協議，成立一家合營公
司，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陝西省榆林市從事煤烯烴化工的業務。

本集團的藥品主要針對心腦血管及肝病治療領域，並正在致力發展治療腫瘤、鎮痛、呼吸
道、糖尿病以及消化系統疾病領域的藥物，以滿足市場和廣大的醫生及患者的需要。

主要產品：

心腦血管用藥： 凱時（前列地爾）注射液、普潤（葛根素葡萄糖）注射液

肝病用藥： 甘利欣（甘草酸二銨）注射液和膠囊、名正（阿德福韋酯）膠囊、
 　天晴複欣（苦參素）注射液和膠囊

抗腫瘤用藥： 天晴依泰（唑來膦酸）注射液

鎮痛用藥： 凱紛（氟比洛芬酯）注射液

具發展潛力之主要產品：

心腦血管用藥： 天晴甘安（甘油果糖）注射液、天晴寧（羥乙基澱粉130）注射液

肝病用藥： 天晴甘美（異甘草酸鎂）注射液、天晴甘平（甘草酸二銨）
 　腸溶膠囊

抗腫瘤用藥： 仁怡（帕米膦酸二鈉葡萄糖）注射液

呼吸系統用藥： 天晴正舒（氯雷他定）片

糖尿病用藥： 泰白（鹽酸二甲雙胍）緩釋片、貝加（那格列奈）片



5 中國生物製藥有限公司

本集團已取得中國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頒佈的有關藥品生產質量管理（「GMP」）的規範
認證書的劑型包括：大容量注射液、小容量注射液、非PVC共擠膜注射液、膠囊、片劑、散
劑和顆粒劑。此外，本集團亦獲得江蘇省衞生廳頒發的GMP膠囊劑保健食品認證書。

本集團共同控制公司北京泰德製藥有限公司（「北京泰德」）已於二零零八年二月獲得日本厚生
勞動省對外國製藥企業的GMP認證許可。自此，日本製藥企業可將日本國內在研及已上市
的醫藥品無菌製劑委託北京泰德生產，及出口到日本。

本集團主要附屬公司江蘇正大天晴藥業股份有限公司（「江蘇正大天晴」）、北京正大綠洲醫藥
科技有限公司、江蘇正大豐海製藥有限公司、江蘇正大清江製藥有限公司及青島正大海爾製
藥有限公司和共同控制公司北京泰德均屬高新技術企業。北京泰德更於二零零六年六月榮獲
中國科學技術部火炬高技術產業開發中心頒發的重點高新技術企業證書。

江蘇正大天晴研發中心乃中國人事部授予的「博士後科研工作站」，是中國唯一一個「新型肝
病藥物工程技術研究中心」。

本集團網站：http://www.sinobiopharm.com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行業回顧

儘管金融危機引發全球經濟持續衰退，中國經濟下行趨勢已經得到遏止，並企穩回升，整體
經濟形勢向好。隨著經濟趨於穩定，加上新醫改方案出臺，以及中央在醫療衛生體制改革方
面大力投放財政資源，促使中國醫藥市場內需迅速增長，帶動醫藥製造行業於上半年的銷售
和利潤保持平穩增長。然而，鑒於新醫改方案的出臺，業界在規模和營銷方面的競爭亦更趨
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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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於回顧期內，集團致力將加強生產品質管理放於首位，以確保產品安全可靠，並保持公司品
牌競爭力。在保證產品質量的同時，集團繼續開拓市場，加強營銷網絡的管理及資源配置，
藉以爭取更大的市場份額，使集團能保持高於同業平均水平的業績增長。集團一貫重視新產
品研究及開發（「研發」）及提升創新能力，不斷推出優質產品，例如天晴甘美注射液及名正膠
囊，以維持其於所屬治療領域的領導地位。

本集團於回顧期間內錄得營業額約157,238萬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約49.4%；集團應佔盈利
約17,633萬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約31.4%；每股基本盈利約7.47港仙，較去年同期增長約
26%；現金及銀行結餘約188,879萬港元。

本集團在製藥業務方面繼續以發展專科治療領域相關產品為主，致力打造專科品牌。集團以
具規模的肝病用藥系列及心腦血管用藥系列為基礎，積極拓展抗腫瘤藥系列、鎮痛藥系列、
糖尿病用藥系列、呼吸系統用藥及消化系統用藥系列等產品。

本集團的主要盈利貢獻來自江蘇正大天晴、北京泰德、南京正大天晴製藥有限公司（「南京正
大天晴」）和正大青春寶製藥有限公司。

心腦血管用藥

心腦血管用藥主要由北京泰德和南京正大天晴製造，佔本集團營業額約18.8%，其主要產品
為北京泰德生產的凱時注射液。該產品是根據藥物傳遞系統（DDS）理論製成的脂微球靶向
製劑，能有效改善心腦血管微循環障礙，也是國內首種脂微球靶向緩釋製劑。其獨有的製劑
技術使其療效較同類產品更為顯著，故佔據絕大部份市場佔有率。該產品自上市以來獲得
多個國家獎項，北京泰德更於二零零八年二月獲得日本厚生勞動省GMP認證證書。截至二
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凱時注射液的銷售額約36,110萬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約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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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正大天晴生產的普潤非PVC共擠膜注射液和普潤注射液自推出以來，一直以質量穩定
見稱。南京正大天晴於二零零七年獲中國醫藥質量管理協會評為「藥品質量誠信建設示範企
業」。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該兩項產品合共錄得銷售額約2,866萬港元，較
去年同期增長約12.1%。

南京正大天晴生產和銷售的天晴甘安注射液，自二零零四年上市以來，銷量穩健增長。該產
品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銷售額約2,392萬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約26.3%。

南京正大天晴於二零零六年推出的天晴寧注射液為血液容量擴充劑，主要用於患者失血後的
血液容量補充。由於此產品可以代替血液，故市場非常龐大。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該產品銷售額約4,933萬港元，較去年同期顯著增長約99.3%。

肝病用藥

肝病用藥是江蘇正大天晴的主要產品系列，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銷售額達
約75,640萬港元， 佔本集團營業額約48.1%。

江蘇正大天晴的肝病用藥系列由保肝降酶和抗肝炎病毒用藥兩大類用藥構成。以甘草為原料
的甘利欣注射液和膠囊是中國保肝降酶的第一品牌藥。在行政保護期屆滿後，仿製品大批出
現，導致市場競爭加劇的情況下，江蘇正大天晴推出天晴甘平腸溶膠囊，由於其更優於甘
利欣膠囊的療效和擁有知識產權保護，於回顧期間內，銷售額持續上升至約8,506萬港元，
較去年同期增長約68.1%。於二零零五年，以甘草為原料提取分離甘草酸，再將結構異化的
專利藥天晴甘美注射液上市，同樣顯示出秀麗市場前景。於回顧期間內，該產品銷售額約
15,146萬港元，較去年同期強勁增長約145.2%，相信以甘草為原料的系列藥可確保江蘇正大
天晴維持保肝降酶藥的市場領先地位。



二零零九年中期報告 8

於二零零六年上市的專利藥名正膠囊是目前國際上以化學合成之抗肝炎病毒的一線藥物，上
市後市場反應良好，銷量迅速上升，已經成為抗肝炎病毒的重磅產品。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之銷售額已達約31,111萬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約46.4%。

天晴複欣注射液和膠囊是抗肝炎病毒的中藥現代製劑。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銷售額約5,657萬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約9.2%。

抗腫瘤用藥

抗腫瘤用藥主要由江蘇正大天晴和南京正大天晴研發及生產，主要產品為天晴依泰注射液、
天晴日安注射液和仁怡注射液。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抗腫瘤用藥之銷售額
約8,089萬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約39.7%。

鎮痛藥

鎮痛藥凱紛注射液是由北京泰德研發及生產，並於二零零五年推出的產品。該產品的特點是
根據ＤＤＳ理論研製而成的脂微球靶向緩釋製劑，具有獨特的靶向性，大大提升產品的鎮
痛效果之餘，副作用明顯降低。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銷售額約8,633萬港
元，較去年同期顯著增長約59.5%。

糖尿病用藥

由江蘇正大天晴研發生產的泰白緩釋片是本集團用於糖尿病治療的降糖藥。中國糖尿病患者
多達3,000萬人，而鹽酸二甲雙胍屬降糖藥的一線藥。由於泰白緩釋片有緩慢釋放藥物的作
用，可使該藥在患者體內維持平穩的血糖水平。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銷售
額約為1,566萬港元，較去年同期大幅增長約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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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

本集團繼續專注心腦血管、肝病、抗腫瘤、鎮痛和呼吸系統等治療領域的新產品研發。於回
顧期間內，新取得生產批件6件、新取得臨床批件1件，已累計有臨床批件、正在進行臨床試
驗、申報生產的在研產品66件：其中心腦血管用藥16件、肝病用藥12件、抗腫瘤用藥6件、
呼吸系統用藥5件及其他類用藥27件。

本集團以「自主創新、聯合開發及仿創開發相結合」為研發理念。不斷提高本集團的研發水平
及研發速度。鑒於研發是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以及國家鼓勵企業向創新方向發展，本集
團一直以來都十分重視研發資金的投入，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研發資金投入
達約8,853萬港元，佔營業額約5.6%。

本集團亦十分重視對於知識產權的保護，鼓勵企業積極申報各種專利，以提高本集團的核心
競爭能力。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共申請發明專利6項；並獲得發明專利授權2項及外觀設計
專利3項。本集團合共獲得發明專利授權204項、實用新型專利授權3項及外觀設計專利授權
18項。

發行紅股

於回顧期間內，股東於二零零九年六月八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已通過批准發行紅股的決
議案，基準為於二零零九年六月八日每持有3股現有股份，獲發1股紅股。

紅股已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起開始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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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之流動資金狀況仍維持強勁。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之資金主要來自日常業務及於二
零零五年出售中外科技有限公司所得之現金。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存款
及現金約為188,879萬港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87,501萬港元）。

資本架構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短期貸款，金額約為5,333萬港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約10,222萬港元）；及無長期貸款（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任何資產抵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及本公司均沒有重大之或然負債（二零零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無）。

資產及負債比率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總資產約為355,220萬港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約326,738萬港元），總負債約為81,983萬港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61,545萬
港元），而資產及負債比率（總負債除以總資產）約為23.1%（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18.8%）。

僱員及薪酬政策

本集團根據僱員之表現、經驗及當時之市場薪酬，釐訂其薪津。其他僱員福利包括強積金、
保險及醫療、資助培訓，以及購股權計劃。於回顧期間內，僱員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總額約
為176,635,000港元 （二零零八年：約116,56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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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受匯率波動風險

本集團大部份資產及負債均以人民幣、美元及港元定值。於中國的合資企業獲准為經常性項
目（包括向合資企業的外方投資者支付股息及盈利）將人民幣兌換成外幣。港元與美元之匯率
長期以固定聯繫匯率掛鈎。董事認為本集團不會承受重大之外幣匯率風險，因此並無實施對
沖或其他措施。

前景與展望

集團相信隨著「新醫改方案」正式公佈及國家基本藥物制度的實施，將有助推動中國醫藥衞生
體制改革，並進一步擴大中國醫藥市場的需求，為中國製藥企業帶來龐大商機，使醫藥行業
的增長勢頭持續，亦為行業在「生產 -流通 -消費」鏈上的各項環節帶來深遠的影響和變革。

另一方面，由於國際金融危機尚未結束，外圍經濟環境對中國經濟和醫藥行業的影響仍未明
朗，加上國家基本藥物制度正式實施所帶來的藥物定價政策、將出臺的新版GMP等對醫藥
行業的經營成本和盈利亦構成影響，使未來經營環境仍充滿挑戰，並促使業界的競爭加劇。

集團於未來的首要計劃仍然是加强生產質量監管，以確保產品安全可靠，並保持集團品牌的
競爭力。同時，集團將繼續開拓銷售網絡和渠道，並加强管理和資源配置，以爭取更大的市
場份額。集團亦將透過加快新產品研發，以保持其於所屬治療領域的領先地位。此外，集團
將透過積極物色併購重組的機會，以促進業務發展，使集團不斷發展壯大。

至於煤烯烴業務方面，在當今全球金融危機的情況下，集團將尋找合適的時機，為烯烴工業
提供低成本的原料供應管道，預計此舉將可為本集團帶來穩定和可觀的收入，為集團長遠的
盈利增長提供新動力。由於煤烯烴項目所須進行的環境保護，以及水資源等方面測評需時，
因此，目前該項目仍處於前期準備階段。

致謝

承蒙各位股東的鼎力信賴、支持和理解，本集團全體員工不懈努力，本人謹代表董事會致以
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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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本公司董事會宣佈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
零零八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利潤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3 1,572,379 1,052,456

銷售成本  (345,012) (236,650)

毛利  1,227,367 815,806

其他收入及利潤 3 27,718 48,854
銷售及分銷成本  (632,111) (389,049)
行政費用  (166,228) (128,026)
其他費用  (99,423) (70,942)
財務成本 4 (2,516) (6,076)

除稅前盈利 5 354,807 270,567
稅項 6 (64,465) (63,902)

本期間盈利  290,342 206,665

歸屬於：
　母公司權益所有者  176,332 134,220
　少數股東權益  114,010 72,445

  290,342 206,665

股息
　－季度 7 79,239 67,919

歸屬於母公司普通股
　權益所有者之每股盈利 8

　－基本  7.47港仙 5.93港仙

　－攤薄後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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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利潤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間盈利  290,342 206,665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成呈報貨幣而產生之匯兌差額  2,410 49,676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292,752 256,341

全面收益總額歸屬於：
　母公司權益所有者  179,191 169,246
　少數股東權益  113,561 87,095

  292,752 256,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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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672,781 584,102
預付土地租賃費用  79,211 79,507
商譽  47,681 47,684
其他無形資產  42,922 43,820
可供出售投資  29,820 50,083
遞延稅項資產  3,628 3,405

總非流動資產  876,043 808,601

流動資產
存貨  176,620 185,244
應收賬款 9 483,241 359,288
預付、按金及其他應收款  124,423 36,819
應收相關公司款項  3,083 2,423
現金及銀行結餘 10 1,888,792 1,875,005

總流動資產  2,676,159 2,458,779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1 112,800 74,413
其他應付款及預提費用  576,287 368,330
附息銀行借款  53,326 102,222
應付稅項  25,848 23,367
應付相關公司款項  2,744 11,287

總流動負債  771,005 579,619

流動資產淨值  1,905,154 1,879,16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781,197 2,687,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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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政府補貼  11,629 7,882
遞延稅項負債  37,191 27,945

總非流動負債  48,820 35,827

淨資產  2,732,377 2,651,934

權益
歸屬於母公司權益所有者之權益
已發行股本 12 75,466 56,599
儲備  2,208,135 2,127,050
建議末期股息  – 45,279

  2,283,601 2,228,928
少數股東權益  448,776 423,006

總權益  2,732,377 2,65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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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歸屬於母公司權益所有者
      可供出售
 已發行   資產  投資重估  匯兌變動  建議  少數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重估儲備 繳立盈餘 儲備 儲備基金 儲備 滾存利潤 末期股息 合計 股東權益 總權益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56,599 281,846 16,622 15,712 20,743 (9,979) 105,073 42,500 1,444,853 45,279 2,019,248 201,055 2,220,303

匯率變動 – – – – – – – 35,026 – – 35,026 14,650 49,676

於權益中直接確認之
 總收入和費用 – – – – – – – 35,026 – – 35,026 14,650 49,676
期間淨利潤 – – – – – – – – 134,220 – 134,220 72,445 206,665

總收入和費用 – – – – – – – 35,026 134,220 – 169,246 87,095 256,341
收購附屬公司 – – – – – – – – – – – 79,495 79,495
已派發二零零八年中期股息 – – – – – – – – (67,919) – (67,919) – (67,919)
已派發二零零七年末期股息 – – – – – – – – – (45,279) (45,279) – (45,279)
派發予少數股東之股息 – – – – – – – – – – – (38,385) (38,385)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允價值變動 – – – – – (10,324) – – – – (10,324) – (10,324)
從滾存利潤轉出 – – – – – – 17,694 – (17,694) – – – –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56,599 281,846 16,622 15,712 20,743 (20,303) 122,767 77,526 1,493,460 – 2,064,972 329,260 2,394,232
匯率變動 – – – – – – – 1,106 – – 1,106 4,050 5,156

於權益中直接確認之
 總收入和費用 – – – – – – – 1,106 – – 1,106 4,050 5,156
期間淨利潤 – – – – – – – – 163,395 – 163,395 111,943 275,338

總收入和費用 – – – – – – – 1,106 163,395 – 164,501 115,993 280,494
收購附屬公司 – – – – – – – – – – – 15,842 15,842
已派發二零零八年中期股息 – – – – – – – – (22,641) – (22,641) – (22,641)
建議二零零八年末期股息 – – – – – – – – (45,279) 45,279 – – –
派發予少數股東之股息 – – – – – – – – – – – (38,290) (38,290)
租賃樓宇╱土地之重估盈餘 – – – 1,793 – – – – – – 1,793 201 1,994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允價值變動 – – – – – 20,303 – – – – 20,303 – 20,303
從滾存利潤轉出 – – – – – – 29,949 – (29,949) – – – –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56,599 281,846 16,622 17,505 20,743 – 152,716 78,632 1,558,986 45,279 2,228,928 423,006 2,65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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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續）

 歸屬於母公司權益所有者
      可供出售
 已發行   資產  投資重估  匯兌變動  建議  少數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重估儲備 繳立盈餘 儲備 儲備基金 儲備 滾存利潤 末期股息 合計 股東權益 總權益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56,599 281,846 16,622 17,505 20,743 – 152,716 78,632 1,558,986 45,279 2,228,928 423,006 2,651,934

匯率變動 – – – – – – – 2,859 – – 2,859 (449) 2,410

於權益中直接確認之
 總收入和費用 – – – – – – – 2,859 – – 2,859 (449) 2,410
期間淨利潤 – – – – – – – – 176,332 – 176,332 114,010 290,342

總收入和費用 – – – – – – – 2,859 176,332 – 179,191 113,561 292,752
派發紅股 18,867 (18,867) – – – – – – – – – – –
已派發二零零九年中期股息 – – – – – – – – (79,239) – (79,239) – (79,239)
已派發二零零八年末期股息 – – – – – – – – – (45,279) (45,279) – (45,279)
派發予少數股東之股息 – – – – – – – – – – – (87,791) (87,791)
從滾存利潤轉出 – – – – – – 13,272 – (13,272) – – – –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75,466 262,979 16,622 17,505 20,743 – 165,988 81,491 1,642,807 – 2,283,601 448,776 2,732,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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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流入淨額  346,877 144,471
投資業務所得現金流（出）╱入淨額 (65,696) 25,187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出）淨額  (263,722) (68,684)

現金及現金等值之增加淨額 17,459 100,974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1,794,727 1,680,287
外幣滙率轉變的淨影響  2,649 19,855

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1,814,835 1,801,116

現金及現金等值結餘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560,968 351,262
 於三個月內期滿之定期存款 1,253,867 1,449,854

 1,814,835 1,80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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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該等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當中包括香港會計準則及詮
譯）、香港公認會計準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而編製。該等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慣例編
製，惟若干物業和權益投資以公允價值計量。除另有所指外，該等財務報表乃以港元呈列，所有
價值調整至最接近之千位數（千港元）。

本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應與二零零八年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編製本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財務報表所採用者相符。

綜合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財務報表。附屬公
司之業績自收購之日（即本集團取得控制權之日期）起綜合，及綜合至直至該等控制權終止日期為
止。本集團內部所有公司間重大交易及結餘於綜合賬目時沖銷。

期內收購附屬公司乃採用購入法計算。此方法包含分配根據收購日所預計收購的可識別資產、負
債及或然負債之業務合併之成本至其公允價值。收購之成本乃參照所予資產之累計公允價值、已
發行之權益工具及帶來（或於交換當日所承擔）之債務，附加收購之直接成本。

少數股東權益指不由本集團持有之外界股東應佔本公司附屬公司之業績及資產淨值之權益。收購
少數股東權益以實際概念法計算，即代價與應佔被收購之資產帳面淨值的差異以權益性交易確認。

2. 分類資料

集團主要進行發展、生產及銷售藥品之單一業務及其大部份運作和資產均位於中國。因此，概無
呈列按業務或地區劃分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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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其他收入及利潤

營業額乃指已售出貨品的發票淨值減去退貨和折扣以及加上來自非上市投資的股息收入。

營業額及其他收入和利潤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貨品銷售 1,563,705 1,043,031

股息收入 8,674 9,425

 1,572,379 1,052,456

其他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5,959 26,032

政府補貼 688 277

出售廢料 7,359 5,044

其他 13,220 17,501

 27,226 48,854

利潤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利潤 492 –

 492 –

其他總收入及利潤 27,718 48,854

4. 財務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五年內全數償還的銀行貸款利息 2,516 6,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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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盈利

除稅前盈利已扣除下列項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銷售成本 345,012 236,650

折舊 24,038 21,852

預付土地租賃費用確認 413 170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1,085 2,581

研究及開發費 88,531 60,814

經營租賃之最低租金：
　土地及樓宇 3,610 4,234

核數師酬金 1,140 562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及薪金 163,631 108,285

　－養老金 13,004 8,275

 176,635 116,560

應收賬款減值 4,923 10,116

匯兌差異，淨額 210 (4,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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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集團：
　本期間－中國所得稅 55,220 57,706

　遞延稅項 9,245 6,196

本期間稅金 64,465 63,902

香港所得稅以本期間內於香港所產生之預計應課稅收入按稅率16.5%（二零零八年：16.5%）予以撥
備。應課稅收入乃根據適用於本集團所運作之國家的稅率計算，並根據現法規、詮釋及慣例而作
出調整。

新中國企業所得稅法（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正式開始生效）推出多種更改，包括（但不限於）除非
被評為「高新技術企業」並取得較優惠的企業所得稅適用稅率15%， 否則統一境內投資和外商投資
企業之所得稅稅率均為25%。企業以往所享受若干優惠稅率將由二零零八年開始五年內逐漸增加
至適用稅率為25%。

7. 股息

董事會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第二季度股息每股普通股1.5港仙（二零零
八年：1.5港仙）。該股息將於二零零九年十月十四日（星期三）派發予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星期
三）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八日（星期一）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星期三）（包括首尾兩天）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取得第二季度股息，各股東須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五日（星期
五）下午四時前將所有文件連同有關股票交回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地
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方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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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歸屬於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所有者之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期間股東應佔淨利潤約176,332,000港元（二零零八年：約134,220,000港元）及
期間內已發行加權平均數普通股2,359,864,281股（二零零八年：2,263,968,736股）計算。

每股基本盈利之計算乃按：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母公司
　普通股權益所有者之應佔淨利潤 176,332 134,220

 股數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股份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本期間
　已發行加權平均普通股股數 2,359,864,281 2,263,968,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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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賬款

本集團對客戶的銷售主要為賒銷，除新客戶需支付現款外，賒貨期由60天至180天。本集團對應收
賬款控制嚴謹，成立貨款管理部以減低風險。過期欠款由高級管理層定期查閱。根據上述情況及
本集團之應收賬款以分散客戶為主，並無高度集中信貸的風險。應收賬款並無利息。

於結算日，本集團之應收賬款減去撥備並按發票日計算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少於90天 447,640 357,232

91天至180天 29,336 1,322

超逾180天 6,265 734

 483,241 359,288

10. 現金及銀行結餘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無限制之現金及銀行結餘 560,968 714,885

於三個月內期滿之定期存款 1,253,867 1,079,842

超逾三個月期滿之定期存款 73,957 80,278

 1,888,792 1,875,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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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賬款

於結算日，本集團之應付賬款按發票日期計算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少於90天 102,662 70,621

91天至180天 5,474 1,901

超逾180天 4,664 1,891

 112,800 74,413

12. 股本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法定股本：
4,000,000,000股普通股每股0.025港元
　（二零零八年：4,000,000,000股普通股每股0.025港元） 100,000 100,000

已發行及已繳足股本：
3,018,624,982股普通股每股0.025港元
　（二零零八年：2,263,968,736股普通股每股0.025港元） 75,466 56,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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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相關人士交易

於本期間本集團與若干相關人士曾進行重大交易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商品售予：
 －由董事間接持有之公司（附註 a） – 1,519

 －一附屬公司中方合資夥伴之同系附屬公司（附註b） – 6,471

購買原材料：
 －向一中國合營夥伴之附屬公司（附註 c） 2,944 3,513

應付經營租賃租金予：  

 －一附屬公司之中方合資夥伴（附註d） 338 –

 －董事實益擁有之公司（附註d） 420 395

 －董事實益擁有之公司（附註d） 1,702 1,657

附註：

(a) 向一家由董事間接持有之公司作出之銷售乃按市價進行。

(b) 向一附屬公司中方合資夥伴之同系附屬公司作出之銷售乃按市價進行。

(c) 購買原材料乃按市價進行。

(d) 租賃租金乃按集團與各相關公司簽訂的租賃協議並參考市價釐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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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持有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在本公司及其相關法團（定義見《證券
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條例」））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
條例第352條所規定，須存置於登記冊；或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
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規定
已通知本公司及聯交所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持有本公司普通股之好倉股份

 持有股份數目、身份及權益性質
  身份╱ 直接實益 控制公司   佔本公司已發行
董事姓名 附註 權益性質 擁有權益 權益 配偶權益 總數 股本百份比

謝炳先生 (1) 實益擁有者 60,000,000 1,413,611,877 – 1,473,611,877 48.82%
鄭翔玲女士 (2) 視為擁有權益 – – 1,473,611,877 1,473,611,877 48.82%
謝炘先生  實益擁有者 39,016,000 – – 39,016,000 1.29%
陶惠啟先生  實益擁有者 2,666,666 – – 2,666,666 0.09%

附註：

(1) 謝炳先生透過Remarkable Industries Limited, Validated Profits Limited及中國激光產業集團有限公司持
有1,413,611,877股股份。此三家公司之全部已發行股本均由謝炳先生所擁有。

(2) 鄭翔玲女士為謝炳先生之配偶，因此被視為於謝炳先生擁有權益之股份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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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本公司相聯法團之好倉股份

董事姓名 相聯法團名稱 身份 股份數目 持股百分比

謝炳先生 江蘇正大豐海 控制公司 2,340,900 25%
 　製藥有限公司 權益
 　(「江蘇豐海」)

 鹽城蘇海製藥 控制公司 2,320,500 25%
 　有限公司 權益
 　(「鹽城蘇海」)

鄭翔玲女士 江蘇豐海 視為擁有權益 2,340,900 25%

 鹽城蘇海 視為擁有權益 2,320,500 25%

張寶文先生 江蘇豐海 實益擁有者 59,715 0.64%

 鹽城蘇海 實益擁有者 59,194 0.64%

 江蘇正大天晴 實益擁有者 229,250 0.18%
  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江蘇正大天晴」)

 南京正大天晴 實益擁有者 26,583 0.53%
  製藥有限公司
  (「南京正大天晴」)

 江蘇正大清江製藥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者 150,866 0.31%

 青島正大海爾製藥 實益擁有者 22,680 0.3%
  有限公司 (「青島海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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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本公司相聯法團之好倉股份

董事姓名 相聯法團名稱 身份 股份數目 持股百分比

徐曉陽先生 青島海爾 實益擁有者 7,560 0.1%

謝炘先生 江蘇正大天晴 實益擁有者 229,250 0.18%

 南京正大天晴 實益擁有者 26,583 0.53%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概無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在本公司及
其相關法團（定義見證券條例）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條例第352條所規
定，須存置於登記冊；或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規定已通知本公司及聯
交所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之權益及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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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規定須作披露權益或淡倉之人士及主要股東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條例第336條持有本公司之股份或相關股份之權益或淡
倉，並記錄於須由本公司存置之登記冊內之人士（非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如下：

好倉股份及╱或相關股份

   本公司股份 持有本公司
   及╱或相關 已發行股本
名稱 附註 身份╱權益性質 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Validated Profits Limited (1) 實益擁有者 1,060,651,877 35.14%
Remarkable Industries Limited (1) 實益擁有者 320,000,000 10.60%
中國激光產業集團有限公司 (1) 實益擁有者 32,960,000 1.09%
Conspicuous Group Limited  實益擁有者 189,908,121 6.29%
Chia Tai Development Investment (2) 控制公司之權益 189,908,121 6.29%
 Company Limited
謝國民先生 (3) 控制公司之權益 189,908,121 6.29%

附註：

(1) 董事謝炳先生全資擁有及擔任單一董事之Validated Profits Limited、Remarkable Industries Limited及
中國激光產業集團有限公司均為投資控股公司。

(2) Chia Tai Development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CT Development」）透過持有Conspicuous Group 

Limited 股權，被視作持有Conspicuous Group Limited宣稱擁有權益之189,908,121股股份。

(3) 謝國民先生透過持有CT Development之股權，按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作持有如上文附註 (2)所述
的189,908,121股相同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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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關係

本集團深信，維持溝通及營運透明度對建立良好之投資者關係至為重要。於回顧期內，集團
管理層積極透過電話會議的形式向本地及海外機構投資者更新最新業務發展情況，並向其介
紹集團的核心競爭力及投資價值。

於回顧期內，集團與約20位投資者進行電話會議，其中包括星展唯高達香港有限公司、建
銀國際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惠理集團有限公司、第一上海證券有限公司、法國興業資產管理
（香港）有限公司、華富嘉洛資產管理有限公司、豐盛融資有限公司、馬丁可利投資管理公
司、滙富融資有限公司及保銀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等，此舉不僅增加本集團之透明度，並進一
步鞏固股東、投資者及客戶之信心。

除了法定的中期及年度財務申報外，本集團亦主動發表季度業績，進一步加強企業透明度。

本集團透過在本公司及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公佈年報及中期報告、季度、中期及
年度業績公告、披露及通函，並藉發放新聞稿，以及舉行新聞簡佈會，向股東、傳媒，以至
公眾人士提供高標準之披露及財務透明度。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條文（「守則」），惟以下與守則條文之第A.2.1條偏離除外：－

守則第A.2.1條條文規定，主席及首席執行長（「首席執行長」）之職務應有區分並不應由
一人同時兼任。謝炳先生同時兼任主席及首席執行長之職務。董事會（「董事會」）認為
謝炳先生對醫藥及管理擁有資深經驗，有關安排可提高企業決策及執行效率。為有效
保持權力及權責均衡，主席就本集團重要事務及決策均與其他執行董事商討。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徐曉陽先生已獲委任為本公司之首席執行長。自徐先生獲委任
為首席執行長後，本公司已遵守第A.2.1條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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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的所有規定守則。在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確認所有董事已遵守上市公司董事進
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所訂的規定。

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及業績審閱

本集團已遵守上市規則第3.10(1)及3.10(2)條委任足夠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獨董」）人數，其中
最少一位獨董擁有相關的專業資格或會計或財務管理經驗。本公司已委任三位獨董而其中一
位擁有財務管理經驗，有關各人簡歷已刊載於本公司二零零八年年報內。

審核委員會由三位獨董組成。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檢討本集團採用之會計準則及規例，並
討論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項，包括審閱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
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告。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
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董事會

於本報告日，本公司董事包括七位執行董事，即謝炳先生、張寶文先生、徐曉陽先生、謝炘
先生、鄭翔玲女士、陶惠啟先生及何惠宇先生，以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陸正飛先生、
李大魁先生及李軍女士。

承董事會命

中國生物製藥有限公司
謝炳
主席

中國，二零零九年九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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