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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

財務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變動 六個月 變動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00,910 283,732 6.1% 584,052 556,716 4.9%

毛利 194,135 185,101 4.9% 386,546 365,619 5.7%

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溢利 2,114,152 57,086 3,603.5% 2,155,200 96,982 2,122.3%

港仙 港仙 港仙 港仙

每股盈利

基本 359.07 9.71 3,597.9% 366.24 16.49 2,121.0%

攤薄 358.92 9.71 3,596.4% 366.00 16.49 2,119.5%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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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

李氏大藥廠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謹此呈報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
財務業績（「中期業績」）連同二零二零年同期之比較數字。中期業績未經審核，
惟獲本公司核數師恒健會計師行有限公司（「核數師」）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
之《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 2410號「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資料的審閱」進
行審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於向董事會（「董事會」）推薦中期業績以供批准前，
亦已與管理層及核數師審閱中期業績。

業務回顧

收益及溢利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旗下集團營銷中心經驗豐富的管理團隊繼續成功引領銷
售增長，克服面前挑戰。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本集團錄得總收益584,052,000

港元（二零二零年上半年：556,716,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4.9%。本集團二零
二一年第二季度的總收益為300,91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第二季度：283,732,000港
元），較去年同一季度增長6.1%，亦較二零二一年第一季度增長6.3%。二零二一
年上半年的增長主要受《尤靖安》®、《菲普利》®、《速樂涓》®及曲前列尼爾注射液
的銷售額分別增長94.8%、43.0%、12.8%及142.7%帶動，抵銷了《再寧平》®特許授
權終止及《立邁青》®於取得作為那屈肝素鈣注射液的藥品批准文號後需重新安
排在醫院上市等負面影響所產生的銷售額跌幅。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引進產品的銷售額佔本集團收益的57.3%（二零二零年上半
年：60.9%），而二零二一年上半年專利及仿製產品的銷售額則佔本集團收益的
42.7%（二零二零年上半年：39.1%）。

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本集團錄得毛利 386,546,000港元（二零二零年上半年：
365,619,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5.7%。本集團二零二一年第二季度的毛利為
194,135,000港元（二零二零年第二季度：185,101,000港元），較去年同一季度增長
4.9%。本集團二零二一年第二季度的毛利率為 64.5%，較去年同一季度的 65.2%

下降0.7個百分點。本集團整體的毛利率為66.2%，較二零二零年上半年的65.7%

上升0.5個百分點，源於專利及仿製產品銷售收益的佔比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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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的研究及開發（「研發」）費用來自心血管、女性健康、兒科、
罕見病、皮膚科及產科等各種主要治療領域的新藥開發，以及獨立的腫瘤科研
發分支。

中國內地醫療制度的監管及保障政策進行多項重大改革，其中一項主要市場准
入改革為藥品集中採購（「藥品集採」）計劃，對藥品價格構成壓力。於二零二一
年六月，迄今規模最大的第五批藥品集採完成。因此，本集團進一步優化研發
組合，重新審視引進藥組合，調整新藥開發戰略，簡化研發活動，以期有效分
配藥物開發管道資源。於優化的過程中，本集團確定合共14項藥物開發項目
因未來收益潛力成疑而可能在財政上不可行，故此需要押後或終止，包括 2個
罕見病項目、5個腫瘤科項目及7個其他治療領域的項目。因此，本集團於二零
二一年第二季就無形資產估計減值計提一次性虧損合共約190,100,000港元，相
當於上述藥物開發項目已資本化的專利費及開發成本全數減值。此外，由於在
最新一輪藥品集採完成後，已推出的口服抗高血壓藥《銳思力》®在其他抗高血
壓競爭產品價格下滑的情況下，未來市場及收益潛力存疑，故本集團亦於二零
二一年第二季就其已資本化的專利費及開發成本全數減值計提一次性虧損約
40,200,000港元。

除上文所述者外，回顧期內的研發活動量處於正常水平，而二零二零年第一
季的研發活動則因COVID-19大流行而顯著萎縮。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總開支為
240,043,000港元（二零二零年上半年：151,136,000港元），佔相應期間收益的41.1%

（二零二零年上半年：27.1%），當中112,899,000港元（二零二零年上半年：75,160,000

港元）已確認為費用，而 127,144,000港元（二零二零年上半年：75,976,000港元）已
資本化作為無形資產。此外，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100,446,000港元（二零二零
年上半年：23,817,000港元）的引進產品專利費亦已確認為無形資產。

回顧期內重點特別集中於強化現有分銷管道，同時探索新分銷管道，以及為新
產品及即將面世的產品上市作準備，並投放足夠資源。整體而言，與去年同期
的21.9%比較，二零二一年上半年銷售費用對收益的比率上升至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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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緊隨兆科眼科有限公司（「兆科眼科」，股份代號：6622.HK）於二零二一年四
月二十九日分拆上市後，終止將本公司於兆科眼科的投資確認為聯營公司時
的一次性收益約 2,300,0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純
利為2,155,200,000港元，較二零二零年上半年增加約21倍。

生產設施及生產能力

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本集團合肥基地的《尤靖安》®及《立邁青》®產能提升及生
產設施升級以及若干口服凍乾粉及脂質體新產品的技術轉移進度良好。南沙
基地生產特卡法林藥片及諾克沙班藥片作GMP申請及臨床試驗的工作亦取得
積極進展。生產吸入式霧化製劑的設備亦正在安裝及調試，而生產口服細胞毒
性藥物及進行連續血糖監測的設備則已完成安裝及調試，兩者均已準備好生
產臨床樣品及╱或註冊批次。

藥物開發

截至目前為止，本集團有超過 40個分別處於早期至後期開發階段的項目。

於 上 一 年 度，本 集 團 的 進 口 藥 品 註 冊 證 申 請（即Natulan®、INOmax®、Zingo®及
Teglutik®）及簡化新藥上市申請（「簡化新藥申請」）（即阿齊沙坦及阿普米斯特片）
正由藥品審評中心（「藥審中心」）評審。而上一年度的Adasuve®新藥上市申請（「新
藥申請」）則有待中國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國家藥監局」）受理。

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及截至目前為止，多項臨床計劃取得實質進展。

主要治療領域

Cetraxal ® Plus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四日，本集團於中國招募首名病人在三期臨床試驗中使用
Cetraxal® Plus。Cetraxal® Plus為Laboratorios Salvat S.A.特許授權的滴耳液產品，治療
急性外耳道炎及伴有鼓膜置管的急性中耳炎。有關研究計劃招募合共600名受
試者，迄今約400名受試者已入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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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arosa ®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五日，本集團已獲中國國家藥監局批授開展Intrarosa®的多中心、
隨機、雙盲、並行組別的三期臨床試驗的臨床試驗批准。Intrarosa®為Endoceutics, 

Inc.特許授權的產品，用於治療外陰陰道萎縮（「VVA」）。此關鍵的三期研究正在
籌備當中，於二零二一年七月取得中國人類遺傳資源管理辦公室（「遺傳辦」）批
准，故預期於二零二一年九月開始招募患者。Intrarosa®是全球唯一獲美國食品
藥品監督管理局（「FDA」）及歐洲藥品管理局（「EMA」）批准的供日常局部使用的
不含雌激素類固醇，適用於治療絕經後的VVA。Intrarosa®的產品資料並無任何
包裝（安全）警告，有別於其他獲FDA認證用於治療VVA的藥物，全部均印有包
裝警告。Intrarosa®含有普拉睪酮（又名脫氫表雄酮 (DHEA)）。普拉睪酮為一種非
活性內源性類固醇，會內部轉化為雄激素及雌激素，幫助修復陰道纖維組織，
從表層和副基底細胞的百分比以及酸鹼值改善可見一斑。

Lutrate ®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Lutrate® Depot（醋酸亮丙瑞林長效懸浮液）3.75毫克
1個月輸注（「Lutrate®」）的新藥申請已獲國家藥監局受理，該藥物乃用於晚期前
列腺癌的紓緩治療。Lutrate®含有活性成份醋酸亮丙瑞林，屬於一組名為促黃體
激素釋放激素（「LHRH」）促進劑的藥物，可減少主要雄激素睪酮。以LHRH促進
劑進行治療為雄激素去除療法的主要方式，現已成為轉移性前列腺癌的護理
標準。

Staccato ®芬太尼

Staccato®芬太尼吸入製劑是一種複合型吸入式給藥裝置，其設計是透過肺部迅
速及規律地吸入霧化芬太尼。此項產品結合具有獨特給藥技術的最新科技，於
確保藥效的同時防止濫用及過量用藥。即將於中國進行的一╱二 a期多中心研
究專門評估Staccato®芬太尼在治療癌症病患的爆發性癌痛的藥效及安全程度。
研究將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研究專責釐定建議劑量；而第二階段研究將基
於第一階段能夠紓緩病患痛楚的建議劑量，進行藥物代謝動力學研究。此項
Staccato®芬太尼的一╱二 a期臨床試驗正在籌備當中，惟二零二一年六月廣東省
爆發COVID-19導致短時間延誤。該項研究目前已取得遺傳辦批文，預期於二零
二一年九月開始招募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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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C-4401C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一日，本集團獲國家藥監局批准GCC-4401C的新藥臨床試驗
申請（「臨床試驗申請」），以對GCC-4401C作為可能治療非腫瘤性門靜脈血栓 (PVT)

的肝硬化患者進行臨床試驗。GCC-4401C為一種與利伐沙班結構類似的新型直
接口服抗凝血劑。凝血因數Xa為血液凝固路徑中的重要靶點，GCC-4401C直接
抑制凝血Xa因子的活動，以防止血栓形成。

安菲博肽

評估安菲博肽在體外、人體血液離體以及在健康人體受試者體內注射和輸液後
的抗血栓功效及安全性的一期臨床試驗（clinicaltrials.gov註冊編號：NCT01588132）
已經完成，其主要研究結果已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日在《科學報告》上發表，文
章標題為《靶向人血小板GPIbα的蛇毒源抗血栓劑安菲博肽的體外評估及一期
隨機臨床試驗 *》(In vitro assessment and Phase I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of Anfibatide a 

snake venom derived anti-thrombotic agent targeting human platelet GPIbα)。安菲博肽為本
集團發現和開發的新分子實體，是首創血小板GPIbα受體對抗劑，在健康受試
者中具有快速起效、有效及可逆的抗血栓作用，不會損害凝血功能或延長出血
時間。在期刊中發表的資料顯示，安菲博肽可能是一種靶向血小板GPIbα的安
全和有效的抗血栓治療劑，並且值得進一步研究。該文章的完整版本可以在
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8-021-91165-8找到。

於回顧期內及截至目前為止，本集團已取得國家藥監局發出2項簡化新藥申請
批准。

磺達肝癸鈉注射液

於二零二一年二月二日，磺達肝癸鈉注射液（0.5毫升：2.5毫克）已獲國家藥監局
的生產及上市批文。該藥物適用於預防正進行髖關節手術、髖關節或膝關節置
換或下腹手術的人士出現可導致肺栓塞（PE；肺部血凝塊）的深靜脈血栓（DVT；
一般見於腿部的血凝塊）。磺達肝癸鈉乃人工合成的活化凝血X因子（Xa因子）選
擇性抑制劑，具有生物利用度高、起效快、半衰期長等優點。磺達肝癸鈉對 IIa

因子無作用，出血的不良反應少，僅抑制游離的Xa因子而不抑制與凝血酶原酶
結合的Xa因子，不需監測PT（凝血酶原時間）及 aPTT（活化部分凝血酶時間）。磺
達肝癸鈉分子鏈短，不能誘導抗體反應，與血小板並無相互作用，不會引起血
小板減少症，且對肝臟無毒害作用，過敏反應發生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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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丁酸鈉顆粒

於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三日，由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兆科藥業（廣州）有限公司
（「兆科廣州」）開發並生產的苯丁酸鈉顆粒（規格：150克╱瓶，每1克含苯丁酸鈉
0.94克）取得國家藥監局的藥品註冊證書。苯丁酸鈉作為輔助治療藥物，用於氨
基甲醯磷酸合成酶缺乏症、鳥氨酸氨甲醯基轉移酶缺乏症或精氨基琥珀酸合
成酶缺乏症引起的尿素循環異常患者的長期治療，適用於新生兒期（出生28天
內）出現完全酶缺乏症的患者，亦適用於有高血氨性腦病病史的遲發型（部分酶
缺乏症，發生於出生一個月後）患者。兆科廣州開發並生產的苯丁酸鈉顆粒為
國內首仿藥物。目前中國沒有原研苯丁酸鈉銷售，本集團的苯丁酸鈉顆粒正好
填補國內醫療需求的空白。

腫瘤管道重點

本集團擁有 65%權益的附屬公司中國腫瘤醫療有限公司（「COF」）為本集團在腫
瘤科方面的研發分支。截至目前為止，10項腫瘤產品正在開發，包括5項創新及
5項仿製藥，用於治療多種癌症。

使用Socazolimab的復發或轉移性宮頸癌治療

於二零二一年二月五日，COF用於治療復發性或轉移性宮頸癌的抗PD-L1單克
隆抗體Socazolimab（前稱ZKAB001）獲得國家藥監局突破性療法認定。Socazolimab

為針對腫瘤PD-L1蛋白的完全人類抗PD-L1單克隆抗體，可以釋放由腫瘤細胞引
起的免疫系統「剎車」。截至目前為止，COF已就新藥申請前會議與藥審中心溝
通，並多次提交補充數據。因此，本集團已延遲提交Socazolimab用於治療復發性
或轉移性宮頸癌的新藥申請，目前預計將於二零二一年第三季提交。

使用Socazolimab的骨肉瘤治療

於回顧期內及截至目前為止，使用Socazolimab的骨肉瘤維持治療可望達成註冊
的三期臨床試驗進度良好。迄今已招募 105名患者。

使用Socazolimab 的食管癌新輔助治療

於回顧期內及截至目前為止，使用Socazolimab的食管癌新輔助治療一b╱二期臨
床試驗已完成招募 70名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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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Socazolimab結合化療治療小細胞肺癌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一日，COF獲國家藥監局批准臨床試驗申請，以對結合化療
一線治療擴散期小細胞肺癌（「ES-SCLC」）的Socazolimab進行多中心、隨機、雙盲、
並行組別的三期臨床試驗。該批准的依據為先前第一 b期試驗的結果，當中結
合卡鉑和依託泊苷的Socazolimab在擴散期小細胞肺癌患者中表現出良好的療效
及安全性。此臨床試驗將由上海市胸科醫院陸舜教授牽頭，首名患者已於二零
二一年七月十五日入組。

業務夥伴

特許經營策略為本集團業務發展策略的首選模式。然而，本集團在訂立新的特
許經營交易時，仍然堅持精挑細選。此外，本集團於回顧期內僅訂立一項特許
經營交易。於二零二一年六月十五日，本集團成功與日本公司旭化成製藥株式
会社訂立授權協議。據此，本集團獲得布累迪寧（通用名稱：咪唑立賓）商業化
的獨家授權，在中國大陸用於抑制腎臟移植的排斥反應。布累迪寧於一九九九
年首次在中國面市，已在患者群體中建立良好的市場地位。此外，狼瘡性腎炎
（「LN」）及腎病綜合症（NS）追加適應症的補充新藥申請已於二零二零年六月提
交中國國家藥監局。

此外，本集團於回顧期內取得新的業務突破。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二日，與昆藥
集團股份有限公司（「KPC」，股份代號：600422.SH）的全資附屬公司昆明貝克諾
頓藥品銷售有限公司（「KBNS」）簽訂的產品銷售服務協議生效，據此，KBNS獲
授磺達肝癸鈉注射液（0.5毫升：2.5毫克）於中國18個省份的獨家推廣權，並於二
零二一年五月一日進一步擴大至31個省級地區。本集團相信，與KPC合作可讓
本集團借助KPC往績良好的銷售能力推廣新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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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發展

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本集團於兆科眼科的投資成功於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發售價為每股兆科眼科股份 16.80港元，集資
淨額約為1,932,300,000港元。連同以往籌集的資金，預期可用手頭資源將提高兆
科眼科擴大並開發管道以確保未來收益來源的可能性。於兆科眼科上市後，由
於本集團不能再對兆科眼科的運作行使重大影響力，故兆科眼科不再為本公
司的聯營公司，就財務報告而言入賬列作按公平值透過其他全面收益列賬的
財務資產。於二零二一年第二季終止將本公司於兆科眼科的投資確認為聯營
公司時，本集團於本公司的綜合損益表內錄得一次性收益約2,300,000,000港元。

展望

疫苗發展為世界帶來希望，惟於各國加快疫苗接種速度前，預計仍有隱憂。誠
如上一季度所言，本集團依然相信，二零二一年的環境仍將荊棘滿途，預料隨
着中國逐步採納更靈活的國家醫保藥品目錄更新政策，藥物價格壓力將繼續
為業界帶來挑戰，從於二零二一年六月完成的第五批藥品集採可見一斑。

然而，在中國遏止COVID-19疫情、區內經濟重啟、新批產品即將面市、研發組
合優化及集團營銷中心帶領銷售團隊轉型等有利因素推動下，本集團之基本
因素在COVID-19大流行下依舊不變，可望推動本集團克服挑戰。

本集團相信長遠終將受惠於醫藥行業的新法律及法規，故本集團將繼續專注
開發新藥及控制成本，以期從眾多藥業公司中脫穎而出。

兆科眼科於二零二一年四月完成分拆上市，印證本集團為股東釋放價值的決
心。本集團目前可投放更多資源開拓其他主要治療領域的業務。此外，本集團
亦將繼續努力探索優化研發項目組合的機會。

本集團將採用審慎的業務及財務策略鞏固基礎。本集團深信，上述各項任務將
可成就增長，最終為所有持份者創造更高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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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收益 3 300,910 283,732 584,052 556,716
銷售成本 (106,775) (98,631) (197,506) (191,097)    

毛利 194,135 185,101 386,546 365,619
其他收益 4 33,357 51,318 64,938 63,628
其他收益及虧損淨額 2,090,917 (3,900) 2,093,266 (5,389)
銷售及分銷費用 (91,549) (56,207) (164,118) (122,136)
行政費用 (65,330) (61,338) (124,201) (111,133)
財務資產預期信貸虧損 
撥備淨額 (749) (376) (419) (587)
研究及開發費用 (65,034) (49,792) (112,899) (75,160)    

經營溢利 2,095,747 64,806 2,143,113 114,842
財務成本 (1,252) (1,963) (2,523) (3,545)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1,047) (2,977) (3,311) (6,039)    

除稅前溢利 5 2,093,448 59,866 2,137,279 105,258
稅項 6 4,098 (17,923) (3,377) (29,317)    

本期間溢利 2,097,546 41,943 2,133,902 75,941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2,114,152 57,086 2,155,200 96,982
非控股權益 (16,606) (15,143) (21,298) (21,041)    

2,097,546 41,943 2,133,902 75,941
    

港仙 港仙 港仙 港仙

每股盈利：
基本 8 359.07 9.71 366.24 16.49

    

攤薄 8 358.92 9.71 366.00 1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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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本期間溢利 2,097,546 41,943 2,133,902 75,941

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換算之匯兌

差額 19,094 213 12,032 (23,937)

－分佔聯營公司之其他全面收益 

（開支） 100 13 46 (86)

－於出售一間海外附屬公司時將匯兌
儲備重新分類 – (19) – (19)

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按公平值透過其他全面收益列賬之

財務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690,631) (89,192) (781,827) (215,808)    

本期間其他全面開支，扣除稅項 (671,437) (88,985) (769,749) (239,850)    

本期間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1,426,109 (47,042) 1,364,153 (163,909)
    

下列人士應佔本期間全面收益 

（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442,850 (28,278) 1,389,803 (131,274)

非控股權益 (16,741) (18,764) (25,650) (32,635)    

1,426,109 (47,042) 1,364,153 (163,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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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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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708,440 724,552
無形資產 9 833,821 844,954
商譽 3,900 3,900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0 2,819 6,056
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賬之財務資產 36,784 38,050
按公平值透過其他全面收益列賬之 
財務資產 1,921,160 377,584
遞延稅項資產 18,207 18,729  

3,525,131 2,013,825  

流動資產

存貨 349,508 414,377
應收貿易賬款 11 158,325 159,574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194,456 149,081
墊付予聯營公司之款項 89,083 77,504
可收回稅項 279 –
已抵押銀行存款 3,875 24,025
定期存款 12,400 39,336
現金及銀行結餘 282,447 375,199  

1,090,373 1,239,096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2 18,010 73,733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743,184 691,195
銀行借款 13 155,278 141,377
租賃負債 11,482 7,828
應付稅項 16,857 29,916  

944,811 944,049  

流動資產淨值 145,562 295,047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3,670,693 2,308,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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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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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4 29,442 29,406
儲備 3,503,971 2,120,38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3,533,413 2,149,795
非控股權益 (60,067) (34,417)  

總權益 3,473,346 2,115,378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70,676 81,992
租賃負債 10,671 7,502
退休福利 116,000 104,000  

197,347 193,494  

3,670,693 2,308,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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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合併差額

以股份支付

之酬金儲備 其他儲備

投資

重估儲備 匯兌儲備 保留溢利 小計

非控股

權益應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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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29,406 714,813 9,200 40,847 65,228 (254,155) (14,843) 1,559,299 2,149,795 (34,417) 2,115,378
僱員購股權福利 – – – 8,498 – – – – 8,498 – 8,498
行使購股權 36 5,278 – (1,771) – – – – 3,543 – 3,543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儲備 – – – – 28 – – – 28 – 28

本期間溢利（虧損） – – – – – – – 2,155,200 2,155,200 (21,298) 2,133,902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換算之
匯兌差額 – – – – – – 11,974 – 11,974 58 12,032

－分佔聯營公司之其他全面收益 – – – – 46 – – – 46 – 46
－按公平值透過其他全面收益 

列賬之財務資產之公平值 
變動 – – – – – (777,417) – – (777,417) (4,410) (781,827)           

本期間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 – – – 46 (777,417) 11,974 2,155,200 1,389,803 (25,650) 1,364,153           

已付二零二零年末期股息 – – – – – – – (18,254) (18,254) – (18,254)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29,442 720,091 9,200 47,574 65,302 (1,031,572) (2,869) 3,696,245 3,533,413 (60,067) 3,473,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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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合併差額
以股份支付
之酬金儲備 其他儲備

投資
重估儲備 匯兌儲備 保留溢利 小計

非控股
權益應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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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29,396 714,146 9,200 23,675 157,404 (8,386) (97,707) 1,468,172 2,295,900 181,538 2,477,438
僱員購股權福利 – – – 4,858 – – – – 4,858 – 4,858
行使購股權 10 667 – (231) – – – – 446 – 446
已失效購股權 – – – (39) – – – 39 – – –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儲備 – – – – 27 – – – 27 – 27
非控股權益出資 – – – – – – – – – 31,226 31,226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 – – – – – – – – – (2,250) (2,250)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 – – – – – – – – – (1,891) (1,891)

本期間溢利（虧損） – – – – – – – 96,982 96,982 (21,041) 75,941
本期間其他全面開支
－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換算之
匯兌差額 – – – – – – (21,329) – (21,329) (2,608) (23,937)

－分佔聯營公司之其他全面開支 – – – – (86) – – – (86) – (86)
－於出售一間海外附屬公司時將
匯兌儲備重新分類 – – – – – – (19) – (19) – (19)

－按公平值透過其他全面收益 
列賬之財務資產之公平值 
變動 – – – – – (206,822) – – (206,822) (8,986) (215,808)           

本期間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 – – – (86) (206,822) (21,348) 96,982 (131,274) (32,635) (163,909)           

已付二零一九年末期股息 – – – – – – – (22,349) (22,349) – (22,349)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29,406 714,813 9,200 28,263 157,345 (215,208) (119,055) 1,542,844 2,147,608 175,988 2,323,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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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

經營所產生之現金 175,703 44,966
已付利息 (1,727) (2,923)
已付所得稅 (28,011) (70,693)  

經營業務產生（所用）之現金淨額 145,965 (28,650)  

投資活動

購入物業、廠房及設備 (22,560) (38,717)
在建工程付款 (3,355) (14,517)
開發成本及專利費增加 (227,590) (99,793)
初期超過三個月之定期存款減少 39,633 43,920
投資活動產生之其他現金流 (11,911) (5,525)  

投資活動所用之現金淨額 (225,783) (114,632)  

融資活動

已付股息 (18,254) (22,349)
融資活動產生之其他現金流 12,378 70,942  

融資活動（所用）產生之現金淨額 (5,876) 48,593  

現金及現金等值減少淨額 (85,694) (94,689)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375,199 693,516
外幣匯率變動之影響 5,342 (2,748)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294,847 596,079
  

現金及現金等值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282,447 361,809
定期存款 12,400 270,471  

294,847 632,280
減：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之定期存款 – (36,201)  

294,847 596,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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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
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
定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若干財務工具按公平值計量（視
適當情況而定）除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不包括須於全年財務報表提供之所有資料及披露事項，並應
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編製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用之會計政
策及計算方法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所用者
一致，惟下述者除外。

於本報告期間內，本集團首次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就編製本集團未經審核簡明綜
合財務報表而言相關之下列香港會計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

利率基準改革－第2階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 COVID-19相關租金優惠

應用該等香港會計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對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
呈報之金額及╱或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事項並無重大影響。



– 18 –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增香港會計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以及香港會計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會計指引第5號（修訂） 共同控制下業務合併之合併會計處理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及相關修訂 3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 流動及非流動負債之分類或香港詮釋第5號 

（二零二零年）之相關修訂 3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 會計政策披露 3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之修訂 會計估計定義 3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訂 與一項單一交易產生之資產及負債有關之 

遞延稅項 3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之修訂 物業、廠房及設備－作擬定用途前之所得款項 2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之修訂 虧損合約－履行合約之成本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修訂 提述概念框架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訂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間之 

資產出售或注資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後之COVID-19相關 

租金優惠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八年至 

二零二零年之年度改進 2

1 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可提早應用
2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可提早應用
3 於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可提早應用
4 生效日期待定

本集團已開始評估該等新增香港會計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以及香港會計準則及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之影響，但尚無法說明該等新增香港會計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以及香港會計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會否對本集團之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
造成重大影響。

3. 分部資料

向本公司主席（即主要經營決策者）呈報以供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部表現之資料側重於所交
付貨品之類型。於達致本集團之可呈報分部時並無彙集主要經營決策者所識別之經營分
部。

具體而言，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本集團之可呈報及經營分部如下：

專利及仿製產品 — 製造及銷售自行研發及仿製之藥品

引進產品 — 買賣引進之藥品

收益（包括製造及買賣藥品）按時間點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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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收益及業績

以下為按可呈報及經營分部劃分之本集團收益及業績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專利及仿製產品 引進產品 綜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部收益 249,635 217,682 334,417 339,034 584,052 556,716
      

分部經營業績 114,202 89,918 70,236 129,364 184,438 219,282

研究及開發費用 (28,653) (10,137) (84,246) (65,023) (112,899) (75,160)

無形資產減值撥備 (43,307) – (186,629) – (229,936) –

撇銷無形資產 (355) – – – (355) –      

分部業績 41,887 79,781 (200,639) 64,341 (158,752) 144,122

未分配收入 2,331,338 6,661

未分配費用 (29,473) (35,941)  

經營溢利 2,143,113 114,842

財務成本 (2,523) (3,545)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前溢利 2,140,590 111,297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3,311) (6,039)  

除稅前溢利 2,137,279 105,258

稅項 (3,377) (29,317)  

本期間溢利 2,133,902 75,941
  

上文呈報之分部收益指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於本中期期間內並無分部間銷售（截至二
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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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資產及負債

以下為按可呈報及經營分部劃分之本集團本期間╱年度資產及負債分析：

專利及仿製產品 引進產品 綜合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分部資產 874,388 875,134 1,576,087 1,704,544 2,450,475 2,579,678

未分配資產 2,165,029 673,243  

資產總值 4,615,504 3,252,921
  

分部負債 228,933 263,839 554,414 516,420 783,347 780,259

未分配負債 358,811 357,284  

負債總額 1,142,158 1,137,543
  

地區資料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逾90%之收益源自於中華
人民共和國（「中國」）進行之業務，故此並無呈列收益地區資料。

以下為按地區市場劃分之本集團本期間╱年度資產及負債分析：

中國 香港及其他 總計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總值 1,978,822 2,060,059 2,636,682 1,192,862 4,615,504 3,252,921

負債總額 516,017 560,912 626,141 576,631 1,142,158 1,137,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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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下列各項之利息收入：
銀行存款 555 1,999 1,392 4,766
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賬之 
財務資產 83 – 83 –
墊付予聯營公司之款項 828 490 1,579 916    

利息收入總額 1,466 2,489 3,054 5,682
補償收入 – 41,208 – 41,208
開發及政府補助 5,834 3,598 10,615 11,648
租金及公共服務收入 2,105 313 4,920 613
研究及開發服務收入 23,333 2,275 45,004 2,305
雜項收入 619 1,435 1,345 2,172    

33,357 51,318 64,938 63,628
    

本集團收到地方政府認可本集團表現及開發高新科技藥品而授予之開發補助。

5.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乃於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達致：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物業、廠房及設備（包括使用權 
資產）折舊 29,496 24,492 58,225 47,843
無形資產攤銷 7,362 4,286 12,537 7,282    

折舊及攤銷總額 36,858 28,778 70,762 55,125
    

視為出售於一間聯營公司之 
權益之收益 (2,321,626) (64) (2,321,626) (64)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虧損 – 1,720 – 1,720
無形資產減值撥備 229,936 – 229,936 –
撇銷無形資產 355 – 355 –
借款之利息開支 827 1,373 1,722 2,588
租賃負債之利息開支 171 166 327 358
以股份支付之款項 4,965 3,472 8,498 4,858

－董事 3,113 2,304 5,005 3,094
－僱員 1,852 1,168 3,493 1,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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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現時稅項
香港利得稅 7,842 15,584 15,202 22,826

中國企業所得稅 (912) – – –    

6,930 15,584 15,202 22,826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中國企業所得稅 (530) (228) (530) (228)    

遞延稅項
產生及撥回暫時差額 (10,498) 2,567 (11,295) 6,719    

(4,098) 17,923 3,377 29,317
    

按照利得稅兩級制，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香港利得稅就首2百
萬港元估計應課稅溢利按 8.25%（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8.25%）
及就2百萬港元以上估計應課稅溢利按 16.5%（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
個月：16.5%）計算。

於中國產生之稅項按中國現行稅率計算。於其他司法權區產生之稅項按有關司法權區之
現行稅率計算。

7.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根據報告期末之已發行股本計算，
宣派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0.030港元（二零二零年： 

0.027港元） 17,665 15,879 17,665 15,879
    

本公司將於二零二一年十月六日向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在本公司
股東名冊登記之股東派付中期股息。由於此股息於中期報告日期後宣派，因此並未作為
負債計入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二零二零年末期股息每股0.031港元（合計18,254,000港元）
已於二零二一年六月十八日派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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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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基於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而言 

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純利 2,114,152 57,086 2,155,200 96,982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股 千股 千股 千股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份數目：
就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而言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588,789 588,125 588,459 588,115

潛在攤薄普通股之影響：
購股權 237 – 394 6    

就計算每股攤薄盈利而言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589,026 588,125 588,853 588,121
    

9. 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無形資產

(a) 使用權資產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訂立多項租賃協議，並因此確認新
增使用權資產約11,000,000港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1,000,000

港元）。

(b) 自有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新增自有物業、廠房及設備約26,000,000港
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53,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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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無形資產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新增無形資產約228,000,000港元（截至二零
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00,000,000港元），當中包括專利費及開發成本。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總結在多個治療領域之合共14個
藥物開發項目將會押後或終止，乃基於其未來收益潛力考量而可能在財政上成為
不可行；以及有1項已上市之口服抗高血壓產品因近期藥品集中帶量採購加重產品
之訂價壓力而出現減值。本集團已於損益就上述項目及產品之無形資產確認合共
約230,000,000港元減值撥備及撇銷（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港元）。

10.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本集團於聯營公司之權益詳情如下：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期╱年初 6,056 15,802

添置 – 182,222

分佔收購後虧損 (3,311) (11,414)

分佔匯兌儲備 46 314

分佔購股權儲備 28 55

視為出售於聯營公司之權益之虧損 – (180,923)  

於期╱年終 2,819 6,056
  

於報告期末╱年末，本集團聯營公司之詳情如下：

聯營公司名稱

註冊成立╱

經營地點

本集團所持有之

所有權權益比例

本集團

持有投票權比例 主要業務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普樂藥業有限公司 英屬處女群島╱ 

香港
33.92% 33.92% 33.92% 33.92% 開發、製造及銷售藥品

RIT Biotech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英屬處女群島╱ 

香港
24.08% 24.08% 24.08% 24.08% 經營複合放射性藥物 

之中央藥房

兆科眼科有限公司 

（「兆科眼科」）
英屬處女群島 *╱ 

香港
不適用 33.58% 不適用 33.58% 開發、製造及營銷眼科 

藥物

* 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並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二日遷冊至開曼群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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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出售一間聯營公司

在本中期期間，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兆科眼科藉發行新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兆科眼科上市」）。於兆科眼科上市前，本公司經由一間全資附屬公
司間接控制兆科眼科已發行股本總額約33.58%。於兆科眼科上市完成後，本公司經由一
間全資附屬公司間接控制兆科眼科已發行股本總額約25.82%。由於本集團對兆科眼科之
營運再無重大影響力，因此兆科眼科不再為本公司之聯營公司，並於其後入賬列作按公
平值透過其他全面收益列賬之財務資產。此項交易導致本集團於損益確認歸類為「其他
收益及虧損淨額」之收益23億港元，其計算如下：

千港元

已保留之投資公平值 2,321,626

減：於喪失對兆科眼科之重大影響力當日，投資之賬面金額 – 

於損益內確認之收益 2,321,626
 

11. 應收貿易賬款

本集團給予貿易客戶30至120日之平均信貸限期。

以下為基於發票日期（與收益確認日期相若）所呈列應收貿易賬款於報告期末之賬齡分
析，當中已扣除預期信貸虧損撥備：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95,629 72,314

31至120日 51,186 68,058

121至180日 10,752 2,790

181至365日 753 16,412

365日以上及三年以內 5 –  

158,325 159,574
  



– 26 –

12. 應付貿易賬款

購買若干貨品之平均信貸限期為90日。

以下為應付貿易賬款於報告期末基於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90日 17,168 73,060

91至180日 334 420

181至365日 424 72

365日以上 84 181  

18,010 73,733
  

13. 銀行借款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分類為流動負債之有抵押銀行借款（附註1） 143,278 129,457

分類為流動負債之無抵押銀行借款（附註2） 12,000 11,920  

155,278 141,377
  

借款賬面金額須於下列期間償還（附註3）：
一年內 85,438 66,806

超過一年但不超過兩年 69,840 54,571

超過兩年但不超過五年 – 20,000  

155,278 141,377
  

附註：

1. 就包含賦予貸方無條件權利隨時催繳借貸的條文（「按要求還款條文」）之銀行借貸
而言，香港詮釋第 5號要求載有按要求還款條文之整筆借貸分類為流動負債，故符
合該準則之銀行借貸已分類為流動負債。

2. 該銀行貸款由本集團一間中國附屬公司取得，須履行常見於與財務機構訂立借款
安排之契諾。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附
屬公司並無履行銀行就銀行貸款施加的契諾，而原屬長期借貸之銀行貸款人民幣
9,600,000元（相等於約 11,52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整筆銀行貸款）
已重新分類為流動負債。

3. 該表以銀行提供之協定還款時間表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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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借款之賬面金額以港元、美元及人民幣計值。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銀行借款按介乎1.29厘至3.85厘（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1.75厘至3.85厘）之年利率計息。

14. 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法定：
每股面值0.05港元之普通股 1,000,000,000 1,000,000,000 50,000 50,000

    

已發行及已繳足：
於期╱年初 588,125,343 587,920,343 29,406 29,396

行使購股權 710,000 205,000 36 10    

於期╱年末 588,835,343 588,125,343 29,442 29,406
    

15. 關聯方交易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與關聯方進行以下交易。本公司董事認為，下列交易乃於本集團日
常業務過程中產生。

(a) 與聯營公司之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利息收入 1,579 916

租金及公共服務收入 3,960 613

研究及開發服務收入 21,780 –

採購消耗品 2,728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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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主要管理人員之補償

期內，董事及其他主要管理人員之薪酬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短期僱員福利 6,629 11,886

以股份支付之款項 5,005 3,094

退休及其他離職後福利 12,009 13,142

－定額供款計劃 9 18

－退休福利 12,000 13,124  

23,643 28,122
  

(c) 向李氏大藥廠－李杜靜芳獎學金有限公司（「李杜靜芳獎學金」）作出捐獻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向李杜靜芳獎學金捐獻合共 600,000港元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175,000港元）。本公司董事李燁妮女士及
李小芳女士亦為李杜靜芳獎學金之主要管理層成員，而李杜靜芳獎學金被視為本
集團之關聯方。

(d) 發行附屬公司股份予美創集團有限公司（「美創集團」）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國腫瘤醫療有限公司按比例發行18,620

股股份予美創集團。李燁妮女士、李小芳女士及李小羿博士均為本公司董事及美創
集團之主要股東，故美創集團被視為本集團之關聯方。就發行股份收取之總代價為
4,003,300美元（相當於約 31,226,000港元）。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
並無發生有關事項。

(e) 來自美創集團之股東貸款之利息開支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財務成本包括來自美創集團之貸款之利
息開支147,000港元。來自美創集團之貸款已於二零二零年度全數結清，於截至二零
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產生任何利息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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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資本承擔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有關下列各項之已訂約資本承擔：
－按公平值透過其他全面收益列賬之財務資產 9,589 10,750

－無形資產－專利費及開發成本 113,590 88,458

－物業、廠房及設備 85,804 91,212  

208,983 190,420
  

17.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就授予集團實體及中生醫藥股份有限公司（其於二
零一八年度終止為本集團之聯營公司）之融資向銀行抵押銀行存款，分別為3,875,000港
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875,000港元）及零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0,15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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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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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向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日（星期一）營業時間結束時已於本公司
股東名冊登記之股東派發中期股息每股 0.030港元（二零二零年：0.027港元）。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自二零二一年九月十七日（星期五）起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日（星期
一）止（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為確保享有收取中期股息之權
利，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二一年九月十六日（星期四）下午四時
三十分或之前送至本公司香港股份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舖）。本公司將於二零二一年
十月六日（星期三）向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日（星期一）營業時間結束時在本公
司股東名冊登記之股東派付中期股息。

企業管治常規

除偏離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條文A.5外，本公司於截至二零
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條文A.5，應設立提名委員會，以就董事委任及重新委任向
董事會提出建議。董事會作為整體負責委任其本身成員。董事會並無設立提名
委員會，且由於董事會規模小，故不考慮成立提名委員會。董事會主席負責物
色適當人選，並向董事會提議合資格人選以供考慮。董事會將審閱主席所建議
人選之簡歷，並就董事之委任、重選及退任提供推薦意見。候選人按彼等可為
本公司貢獻之技能、資格、經驗及觀點之多元性獲委任加入董事會。

日後，董事會將繼續不時審閱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以確保遵守企業管治守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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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載財務資料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向本公司股東寄發並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
（http://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http://www.leespharm.com）登載截至二零二一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當中載有所有相關詳細資料。

承董事會命
李氏大藥廠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李小芳

香港，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李小芳女士（主席）及李燁妮女士為執行董事；李小羿博士為非
執行董事；而陳友正博士、林日昌先生及詹華強博士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