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005）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公佈

本人謹代表利君國際醫藥（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局（「董事局」）呈報本公

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業績及派息

今年上半年集團的經營狀況相對平穩。期內實現銷售收入447,581,000元人民幣，比去年同

期增長3.3%，實現股東應佔溢利41,615,000元人民幣，比去年同期增長10.8%。

董事會決定派發中期息每股0.07港元。

業務回顧

集團的抗生素系列仍佔銷售收入的主要部分。集團主導產品利君沙的銷售收比去年同期增

長4.3%，整體抗生素銷售額和去年同期大體持平。由於其他成藥、原料藥和多貝斯等產品

的銷售增長，抗生素在整體銷售收入中的比例進一步下降。

非抗生素成藥的銷售增長令人滿意。其中多貝斯增長達43%，仍是集團增長最快的產品。

受到上年國家政策性降價和今年上半年商業環境影響，集團阿奇霉素產品的增長未達預期，

而頭孢類產品則錄得較大的負增長。中藥產品則由於囱心堂的重組，生產經營仍未進入正

常軌道。

集團的整體毛利率進一步提升，主要是因為高毛利產品在組合中的比重加大以及集團的成

本控制。

在重大投資方面，公司在上半年收購了西安利君製藥有限公司（「西安利君」）20%股權，使

西安利君成為集團100%擁有之子公司，涉及款項102,556,452元人民幣，所有資金由銀行貸

款進行。期內的資本支出主要為派奇凍乾粉針擴產項目和口服液生產線的設計及其部分土

建工程的建設和主體生產線的定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六個月，資本支出共計

22,540,000元人民幣。

下半年展望

展望下半年，醫藥行業的發展仍然面臨著很大挑戰。藥品品質，安全性，以及在整個經營
體系中合法性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隨著國家對藥品生產經營全過程監管力度的加強，



醫藥市場必將面臨較大變化。作為藥品生產經營企業，集團要及時研究國家新政策法規，
抓住帶來的機遇，更要儘量減輕可能帶來的衝擊。

發展農村市場仍是公司的主要策略之一。隨著國家對農村醫療的保險體系的建立，農村的
醫藥市場潛力巨大。集團仍將重點推廣利君沙及其它普藥在農村的銷售。

頭孢類產品和派奇產品在大中城市市場的發展需要加強。但受到整個醫藥市場環境的影響，
集團可能下調兩個品種類別的銷售目標。

非處方類藥品及保健品將是集團產品結構調整的主要方向。集團將在下半年加強非處方藥
多貝斯的廣告推廣工作，以及加快新產品生產線的建設，爭取使非處方藥和保健品在銷售
中的比例在明年有一個明顯增長。

集團將利用自己的品牌優勢和行銷網路優勢，保持集團在大環內脂類抗生素方面的領導地
位，並寄望在醫藥市場的整固過程中，擴大市場份額，為廣大股東帶來滿意回報。

簡明綜合中期收益表
（除另有說明外，所有金額均以人民幣為單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銷售額 3 447,581 433,092

銷貨成本 (213,403) (218,824)

毛利 234,178 214,268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3,358 (842)

銷售及市場推廣成本 (121,996) (102,678)

一般及行政開支 (61,215) (48,784)

經營溢利 7 54,325 61,964

財務成本 (3,294) (3,471)

所得稅前溢利 51,031 58,493

所得稅 8 273 (11,885)

半年度溢利 51,304 46,608

以下人士應佔權益：
—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41,615 37,556

— 少數股東 9,689 9,052

51,304 46,608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的每股
基本盈利（以每股人民幣列值） 9 0.14 0.18

股息 10 20,933 4,218



簡明綜合中期資產負債表
（除另有說明外，所有金額均以人民幣為單位）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十二月

六月三十日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43,752 336,726

土地使用權 6,980 7,014

遞延所得稅資產 7,708 7,436

可售金融資產 609 609

非流動資產總值 359,049 351,785

流動資產

存貨 112,085 93,385

應收貿易款項及票據 4 161,951 151,326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43,984 66,000

銀行及現金結餘 254,873 275,122

流動資產總值 572,893 585,833

資產總值 931,942 937,618

股權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股本及儲備

股本 151,468 151,468

儲備 5 328,813 349,257

480,281 500,725

少數股東權益 897 93,647

股權總額 481,178 594,372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長期應付款項 17,742 16,512

非流動負債總值 17,742 16,512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 6 64,576 60,264

按金及客戶墊款 10,464 14,516

應計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85,016 108,831

應付所得稅 14,628 14,628

應付股息 11,742 14,763

短期銀行貸款 240,940 108,000

長期銀行貸款的即期部份 5,000 5,000

長期應付款項的即期部份 656 732

流動負債總值 433,022 326,734

負債總值 450,764 343,246

股權及負債總值 931,942 937,618

淨流動資產值 139,871 259,099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498,920 610,884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訊息附註：

（除另有說明外，所有金額均以人民幣為單位）

1. 編製基準

本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半年度的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訊息已按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

編製。中期簡明財務報告應與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全年財務報表一併閱覽。

2. 會計政策

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該等政策載於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全年財務報表。

以下新準則、準則修訂本及詮釋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必須採納。

‧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本「精算盈虧、集體界定褔利計劃及披露」，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

始的會計期間生效。本集團決定保留其有關確認精算盈虧的舊會計政策；

‧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公平價值期權」，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此

項修訂並不適用於本集團；

‧ 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修訂本「海外業務的淨投資」，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

此項修訂並不適用於本集團；



‧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預測集團內公司間交易的現金流量對沖會計處理方法」，於二零零六年一

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此項修訂並不適用於本集團；

‧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修訂本「財務擔保合約」，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或之後

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此項修訂並不適用於本集團；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6號「礦產資源的勘探及評估」，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

此項修訂並不適用於本集團；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4號「釐定一項安排是否包含租賃」，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

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此項詮釋並不適用於本集團；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5號「對拆卸、復原及環境修復基金權益的權利」，於二零零

六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此項詮釋並不適用於本集團；及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6號「參與特殊市場  —  電力及電子設備廢料所產生的負債」，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此項詮釋並不適用於本集團。

以下新準則、準則修訂本及詮釋已頒佈，惟於二零零六年尚未生效及未獲提早採納︰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7號「香港會計準則第29號下的重列法」，於二零零六年三月

一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管理層並不預期此項詮釋適用於本集團；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8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的範圍」，於二零零六年五月

一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此項詮釋並不適用於本集團；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9號「重新評估內含衍生工具」，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一日或之

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由於本集團已評估內含衍生工具應否個別採用與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

會） —  詮釋第9號一致的原則，故管理層相信此項詮釋應不會對重新評估內含衍生工具構成重大影響；

及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金融工具︰披露」，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香港

會計準則第1號「資本披露之修訂」，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本集團已評估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所構成的影響，結論為主要的額外披露將為市場

風險的敏感性分析及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所規定的資本披露。本集團將自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開

始的會計期間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3. 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經營單一業務分部  —  藥品的製造及銷售。其主要於單一地區分部  —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經營業務，故本集團大部份資產均位於中國。因此，並無呈報分部資料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銷售額：

— 銷售藥品 446,386 430,544

— 銷售原材料及副產品 366 780

— 加工收入 829 1,768

447,581 433,092



4. 應收貿易款項及票據

本集團一般要求客戶於三個月內清償應收貿易款項。應收貿易款項及票據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十二月

六月三十日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應收貿易款項及票據

三個月內 133,615 127,698

介乎四至六個月之間 24,790 18,525

介乎七至十二個月之間 9,273 9,534

介乎一至兩年之間 2,845 2,204

介乎兩至三年之間 2,139 2,234

三年以上 3,166 13,638

175,828 173,833

減：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13,877) (22,507)

161,951 151,326

5. 儲備

收購少數

資本儲備 法定儲備 換算差額 股東權益 保留盈利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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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結餘 168,752 45,949 — — 44,617 259,318

半年度溢利 — — — — 37,556 37,556

股息 — — — — (3,374) (3,374)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結餘 168,752 45,949 — — 78,799 293,500

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結餘 168,752 59,753 — — 120,752 349,257

半年度溢利 — — — — 41,615 41,615

匯兌差額 — — (2,352) — — (2,352)

股息 — — — — (47,848) (47,848)

收購少數股東權益（附註11） — — — (11,859) — (11,859)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結餘（未經審核） 168,752 59,753 (2,352) (11,859) 114,519 328,813



6. 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

於各結算日應付款項及票據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十二月

六月三十日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

三個月內 58,083 55,037

介乎四至六個月之間 1,121 1,003

介乎七至十二個月之間 974 897

介乎一至三年之間 2,454 1,709

三年以上 1,944 1,618

64,576 60,264

7. 經營溢利

下列各項已於中期期間計入／扣除自經營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計入

存貨減值撥回 — (1,015)

有關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減值費用撥回 (190) —

扣除

存貨成本 161,981 156,531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45,518 44,716

折舊及攤銷 15,738 17,735

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4,963 992

有關中國土地使用權的經營租賃租金開支 2,782 2,702

廣告開支 34,580 23,667

研究及開發成本 3,561 2,680

8. 所得稅

本公司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並據此獲豁免繳付開曼群島所得稅。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於香港並無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

撥備。



於二零零五年五月，西安利君製藥有限責任公司核准的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稅率為24%，自二

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生效。作為一家在中國註冊成立的外資企業，西安利君製藥有限責任公司已於二零零

五年五月獲得西安有關稅務機關的批准，自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有權根據適用於中國外資企業的相關

稅務規則及規例，在扣減所有於過往年度結轉而尚未期屆的稅項虧損後的首個獲利年度起，獲豁免首兩年

企業所得稅，並於其後三年減免50%的企業所得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遞延所得稅 273 (11,885)

9.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以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41,615,000元人民幣除以期內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

290,500,000股計算。

比較期間每股基本盈利乃以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37,556,000元人民幣除以被視為自二零零四年一月一

日起已發行的股份合共210,000,000股（包括1股於本公司註冊成立後發行的股份及209,999,999股於資本化發

行完成後發行的股份）計算。

由於本公司並無潛在攤薄股份，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10. 股息

董事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一日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股息每股0.07港元（股息總額達

20,933,000元人民幣）。本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並無反映此應付股息。

11. 業務合併

於二零零六年五月十六日，本公司與利君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利君集團」）訂立協議，以現金代價102,556,452

元人民幣收購西安利君製藥有限責任公司（「西安利君」）的額外20%股權（「交易」）。

根據該協議，本公司已於二零零六年六月向利君集團支付代價102,556,452元人民幣，而西安利君已於其後

成為全資附屬公司。

交易的詳情如下：

千元人民幣

購買代價：

— 已付現金 102,556

減：西安利君的20%少數股東權益 (90,697)

代價超出所收購權益賬面值的數額 11,859

該代價超出所收購權益賬面值的數額直接於股東權益中確認，並歸屬於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主要以經營活動產生現金淨額應付營運資金及其他資金所需，於經營現金流量不足

以應付資金需求時，則會不時尋求外部融資（包括長期及短期貸款）。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銀行結餘合共相等於254,873,000元人民幣（二零零五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275,122,000元人民幣），包括以港元及人民幣為單位之現金及銀行結餘分別

148,724,000元人民幣及106,149,000元人民幣。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之銀行貸款為245,940,000元人民幣（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13,000,000元人民幣），包括以港元及人民幣為單位之銀行貸款分別102,940,000元人民幣及

143,000,000元人民幣。有關增加乃主要由於就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收購西安利君之

20%權益而取得之銀行貸款所致。

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界定為負債總值除以資產總值）由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36.6%

上升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之48.4%。

本集團之流動比率（界定為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由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1.79下跌

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之1.32。

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主要資產、負債、收益及付款均以港元及人民幣為單位。儘管人民幣匯率近期出

現溫和升值，惟董事相信人民幣匯率於可見將來僅會出現輕微之升值百分比。因此，董事

相信匯率波動風險將不會對本集團構成重大不利影響。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存款100,000,000港元及賬面淨值約6,980,000元人民

幣之土地使用權已抵押作本集團銀行借款之抵押品。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或然負債。

中期股息

董事議決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向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

股東派付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每股0.07港元，總額約為20,933,000

元人民幣。中期股息的派息率為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

佔純利的50.3%。

購買、出售或贖回證券

年內，本公司並無贖回其任何股份。年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或出售本公

司的任何上市證券。

重大投資及收購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本集團完成以代價102,556,452元人民幣向利君集團有限責任

公司收購西安利君20%權益。西安利君於收購後成為本集團的全資附屬公司。收購的詳情已

載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五日寄發予股東的通函。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及標準守則

本公司於期內一直遵守聯交所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的規定。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的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守則。本公司經作

出具體查詢後確認，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全體董事均一直遵守

標準守則所載的必守標準。

核數師的獨立審閱工作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財務報告已由本公司的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

師事務所審閱。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並批准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財務報告。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六年九月十九日星期二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星期四（包括首尾兩日）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期間不會登記股份的轉讓。為符合資格收取中期股息，所有過戶文件

連同有關的股票，必須早於二零零六年九月十八日下午四時正前送達本公司香港股份過戶

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至16

舖。

於聯交所網頁公佈其他資料

二零零六年中期報告載有上市規則規定的一切資料，將於稍後在聯交所網頁刊登。

董事會成員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局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吳秦、烏志鴻、黃朝、謝雲峰及孫幸來；非執行

董事劉志勇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曲繼廣、梁創順及周國偉。

在此，謹代表董事局，向支持本公司的廣大投資者及公司員工表示衷心謝意。

代表董事局

主席
吳秦

香港，二零零六年九月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