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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Lee’s Pharmaceutical Holdings Limited
李 氏 大 藥 廠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221）

中期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色

創業板乃為帶有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尤其在創業板上市的公司無

須有過往溢利記錄，亦毋須預測未來溢利。此外，在創業板上市的公司可因其新興性

質及該等公司經營業務的行業或國家而帶有風險。有意投資的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

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的較高風險及

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老練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的性質獨特，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之證

券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創業板所發佈的資料的主要方法為在聯交所為創業板而設的互聯網網頁刊登。上市公

司毋須在憲報指定報章刊登付款公佈披露資料。因此，有意投資的人士應注意彼等能

閱覽創業板網頁，以便取得創業板上市發行人的最新資料。

聯交所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

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

擔任何責任。

本公佈（李氏大藥廠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各董事（「董事」）願就此共同及個別對此

負全部責任）乃遵照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的規定而提供

有關本公司的資料。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 (i)本公佈
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成分； (ii)並無遺漏任何事實致使本
公佈所載任何內容產生誤導；及(iii)本公佈內表達的一切意見乃經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
作出，並以公平合理的基準和假設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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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及前景

業務回顧

繼於首季成功取得突破後，本集團於第二季度在銷售及盈利能力方面的主要增長動力

均加速。於二零零七年第二季度，營業額達18,340,000港元，較上季度增長38%。第

二季度之除稅後溢利飆升至3,230,000港元，較首季增長275%。於二零零七年首六個

月，本集團錄得銷售額達31,66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63%。截至二零零七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除稅後溢利創新高，達4,090,000港元。

本年度上半年所錄得之營業額及溢利不僅得益於新產品之增長，亦得益於原有產品增

長。其中三種投放市場超過一年之產品於首六個月內之銷售額較去年同期增長介乎22%

至77%。至於本集團新近推出之專利產品，《速樂涓》®於二零零七年第二季度繼續保持

強勁增長勢頭，銷售額較二零零七年首季增長138%，而《速樂涓》®曾於首季實現增長

109%。

毛利率由二零零六年上半年之63.4%持續改善至二零零七年同期之68.7%。毛利率上

升乃由於引進產品之單位成本下降及自行開發產品之銷售額增加所致。

於二零零七年第二季度，銷售及分銷費用與營業額之比率下降至31%，而首季為33%。

該比率亦由二零零六年上半年之36%下降至二零零七年上半年之32%。比率下降主要

乃由於銷售水平上升所帶來之規模經濟效應以及本集團竭力控制銷售費用及改善其效

率所致。

二零零七年上半年之行政費用較去年同期減少3.8%，主要乃由於壞賬撥備下降所致。

儘管銷售額取得大幅增長，但本集團之應收貿易賬款仍控制在約二十六天週轉期的穩

健水平。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於《Horus®S》冠脈支架導管及Challenger氣球擴張導管臨床研究方

面已取得數項發展的重要里程碑。《Horus®S》支架導管的臨床患者試驗已成功完成，及

用於評估Challenger氣球擴張導管對冠狀心臟病患者之成效及安全性的臨床研究亦已成

功完成。本集團亦開始著手進行有關透析患者的貝米肝素臨床研究，而臨床患者試驗

現正進展順利。貝米肝素的藥代動力學研究已經完成，不久將可提交有關研究報告。

本集團亦於回顧期內遞交三種引進產品之註冊申請，從而使現時本集團之引進產品總

數經中國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審議後達致六種。鑑於本集團銷售《可益能》®之強大

能力，於二零零七年四月獲得中國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頒發的有關《可益能》®2克

注射進口藥品許可證無疑將大大提升本集團在市場上之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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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繼續推行其致力於與全球具持續活力之合作夥伴發展合作關係的

策略。本集團已就六種不同產品與四家歐洲公司簽署協議，以將本集團之產品線擴展

至其他高增長領域，如抗抑鬱藥品市場。本集團現正在與多家美國或歐洲公司商討合

作關係，並預期本集團於不久將來可獲得更多產品，從而確保強勁可持續增長。

前景

董事會對本集團收入及溢利實現持續增長抱非常樂觀態度。

本集團於本年度上半年所參與及贏取之大多數投標正在第二及第三季度一一得到落實，

乃有助產品銷售額取得進一步增長。至於新近推出之產品《速樂涓》®，隨著各醫藥機構

逐步增加接納《速樂涓》®產品，並帶來愈來愈多的正面臨床經驗，預計該產品之市場滲

透率將可日見上升。

此外，本集團仍計劃分別於第三季度及第四季度推出兩種新產品。該等新產品之其中

一種乃已於中國註冊之引進產品，可隨時投放市場。該引進產品瞄準有巨大潛力之市

場，可成為本集團新的增長動力。

隨著Challenger氣球擴張導管的臨床研究完成，本集團下一步將提交註冊申請，並於二

零零七年結束前獲得銷售批准。預計該項產品將於二零零八年投放市場，勢必成為本

集團之另一項收入來源。

本集團有信心其產品增長策略及夥伴關係之成功落實將可推動本集團達致收入及盈利

能力的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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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18,340 8,915 31,661 19,392

銷售成本 (5,716) (2,814) (9,910) (7,102)

毛利 12,624 6,101 21,751 12,290

其他收益 319 367 435 631

銷售及分銷費用 (5,718) (3,727) (10,164) (6,950)

研究及開發費用 (370) (284) (707) (545)

行政費用 (3,155) (3,755) (6,465) (6,720)

經營溢利（虧損） (4) 3,700 (1,298) 4,850 (1,294)

財務成本 (240) (125) (496) (274)

除稅前溢利（虧損） 3,460 (1,423) 4,354 (1,568)

稅項 (5) (228) (22) (261) (93)

股東應佔溢利（虧損） 3,232 (1,445) 4,093 (1,661)

股息 (6) － － － －

港仙 港仙 港仙 港仙

每股盈利（虧損）

基本 (7) 0.93 (0.42) 1.18 (0.48)

攤薄 (7) 0.87 不適用 1.11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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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 14,702 14,484
無形資產 15,557 14,225
土地租賃費用 1,177 1,162
商譽 3,900 3,900

35,336 33,771

流動資產
土地租賃費用 29 29
存貨 5,956 4,075
應收貿易賬款 (9) 4,548 4,161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6,067 3,757
已抵押銀行存款 2,012 2,012
現金及銀行結餘 4,295 4,815

22,907 18,849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0) 1,192 666
其他應付款項 8,574 6,319
銀行透支 1,268 819
短期借款 7,572 10,326
應付稅項 422 134

19,028 18,264

流動資產淨值 3,879 585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39,215 34,356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7,311 17,311
儲備 20,461 15,878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37,772 33,189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591 599
長期借款 852 568

1,443 1,167

39,215 34,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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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權益變動表

以股份

支付之

股本 股份溢價 合併差額 重估儲備 酬金儲備 匯兌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 17,311 32,496 9,200 3,237 666 827 (30,548) 33,189

購股權福利 － － － － 113 － － 113

未於綜合損益表內確認的

匯率調整 － － － 83 － 294 － 377

本期溢利 － － － － － － 4,093 4,093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17,311 32,496 9,200 3,320 779 1,121 (26,455) 37,772

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 17,311 32,496 9,200 3,106 443 183 (27,079) 35,660

購股權福利 － － － － 110 － － 110

未於綜合損益表內確認的

匯率調整 － － － 37 － 172 － 209

本期虧損 － － － － － － (1,661) (1,661)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17,311 32,496 9,200 3,143 553 355 (28,740) 34,318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財務報表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

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創業板上市規則之披露規定而編製。該等報表乃
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並經租賃樓宇重估修訂。

編製未經審核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計算方法與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已審核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尚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核，惟已經本公司核數師及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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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業額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開發、生產及銷售藥品。於本期間內，營業額乃指本集團之已收及應收外來

客戶之貨款淨額。

3. 分類資料

業務分類

下表為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業務分類之營業額及業績：

專利產品 引進產品 綜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營業額 17,431 11,193 14,230 8,199 31,661 19,392

分類業績 4,261 949 1,247 (1,519) 5,508 (570)

利息收入 60 13
未劃分開支 (718) (737)

經營溢利（虧損） 4,850 (1,294)
財務成本 (496) (274)

除稅前溢利（虧損） 4,354 (1,568)
稅項 (261) (93)

股東應佔溢利（虧損） 4,093 (1,661)

地區分類

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逾90%之營業額是源自中國之
業務，故此並無呈列地區分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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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溢利（虧損）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溢利（虧損）已扣除

下列各項：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513 415 1,005 800
土地租賃費用之攤銷 7 7 15 13
無形資產之攤銷 125 162 251 323

折舊及攤銷總額 645 584 1,271 1,136

壞賬撥備及撇銷 19 520 34 513
撇銷其他應收款項 － 177 － 177

5. 稅項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稅項

中國所得稅 239 34 284 116
遞延稅項

本期抵免 (11) (12) (23) (23)

本集團應佔稅項 228 22 261 93

由於本集團於本期間內並無估計應課稅溢利，故此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中國所得稅按中

國適用之稅率計算。

6.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六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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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乃根據下列資料計算：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就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而言

之股東應佔溢利（虧損）淨額 3,232,000 (1,445,000) 4,093,000 (1,661,000)

股份數目：

就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而言

之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346,225,000 346,225,000 346,225,000 346,225,000

潛在攤薄普通股之影響：購股權

及認股權證 26,159,400 不適用 23,094,541 不適用

就計算每股攤薄盈利（虧損）而言

之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372,384,400 不適用 369,319,541 不適用

由於有關購股權及認股權證之潛在普通股有反攤薄影響，故並無呈列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虧損。

8. 物業、廠房及設備變動

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內，新增固定資產達8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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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貿易賬款

本集團的政策為給予其貿易客戶平均信用限期為30至180日。下列為於結算日應收貿易賬款的賬
齡分析：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1至90日 4,357 3,933
91至180日 152 193
181至365日 79 49
365日以上及3年以內 38 47

4,626 4,222
減：呆壞賬準備 (78) (61)

4,548 4,161

10. 應付貿易賬款

下列為於結算日應付貿易賬款的賬齡分析：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1至90日 1,160 666
91至180日 － －

181至365日 32 －

365日以上 － －

1,192 666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

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並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28至5.33條書面訂明其職權範

圍。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審閱及監察本集團之財務匯報進度及內部運作監控。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成員組成，即本公司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友正博士、林日昌先生

及詹華強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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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將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報告推薦

予董事會批准前，已與管理層及核數師一同審閱上述報告。

企業管治

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整個六個月期間內，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

五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惟與守則條文B.1有所偏離。

根據守則條文B.1，本公司須成立薪酬委員會並向董事會就所有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之薪

酬政策及結構提出意見。董事會認為，由於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之薪酬乃由董事會根據

本公司之公司組織章程細則釐定，故本公司無需設立薪酬委員會。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董事會由下列董事組成：

執行董事：

李小芳女士（主席）

李燁妮女士

李小羿博士

非執行董事：

Mauro Bove博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陳友正博士

林日昌先生

詹華強博士

承董事會命

李小芳

主席

香港，二零零七年八月十三日

本公佈將自其張貼日期起計最少一連七日刊登於創業板網址www.hkgem.com的「最新
公司公告」網頁及本公司網址www.leespharm.com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