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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財務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收益（千港元） 156,984 67,433

毛利（千港元） 124,444 57,314

研發費用（包括資本化部分）（千港元） 21,368 15,323

除稅前溢利╱（虧損） 2,890 (11,053)

息稅攤銷前溢利╱（虧損）（千港元） 13,101 (1,101)

毛利率(%) 79.3% 85.0%

研發費用（包括資本化部分）佔收益比例(%) 13.6% 22.7%

於六月三十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現金比率（倍） 1.09 0.4

流動比率（倍） 2.43 3.01

應付貿易款項周轉日數（日） 29 37

應收貿易款項周轉日數（日） 60 93

存貨周轉日數（日） 132 197

負債股權比率(%) 47.9% 33.4%

總資產周轉率(%) 54.6% 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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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康生物科技集團有限公司（「聯康生物科技」或「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

或「聯康集團」）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或「期內」）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如下：

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基於可報
告分部劃分之未經審核財務數據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上市藥品之收益 156,984 67,433 132.8%

銷售成本 (32,540) (10,119) 221.6%   

毛利 124,444 57,314 117.1%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842 (429) -296.3%

銷售及分銷開支 (76,105) (42,549) 78.9%

一般及行政及其他開支 (14,841) (12,649) 17.3%   

銷售上市生物及化學藥品之經營溢利 34,340 1,687 1935.6%

其他收入及其他虧損 87 5,583 -98.4%

研發成本 (21,368) (8,075) 164.6%

其他行政開支 (7,451) (6,925) 7.6%

融資成本 (273) (271) 0.7%

以股本結算及以股份支付之開支 (2,445) (3,052) -19.9%   

除稅前溢利╱（虧損） 2,890 (11,053) -1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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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市場概覽

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中國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大幅受控回穩，生活基本恢復正

常。隨著市場復甦，本集團得以把握機會，帶動業績回升。期內，金因肽®、金因舒®、匹納

普®及博舒泰®銷售顯著增長。

二零一九年中國醫藥市場規模達人民幣16,330億元，年複合增長率（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九

年）為7.5%，預計市場規模到二零二四年可達人民幣22,288億元，年複合增長率（二零一九

年至二零二四年）為6.4%。中國擁有龐大醫藥市場，人口持續老化亦刺激中國醫藥產品及服

務需求不斷擴大，可見生物製藥公司仍有發展空間，為中國患者提供新療法。

業務回顧

聯康生物科技－綜合生物製藥公司

聯康集團乃一家生物製藥公司，專注糖尿病及相關代謝紊亂疾病、皮膚科以及眼科等領域。

本集團已建立一個為整條價值鏈提供服務的生物製藥及化學藥品的研發（「研發」）、生產、製

造以及銷售及分銷的完整一體化業務平台。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面向市場

推出四種產品，即金因肽®、金因舒®、匹納普®及博舒泰®。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扭虧為盈，營業額創新高

期內，本集團營業額創新高，按年大幅增長132.8%。由於政府嚴格控制疫情，國內醫院服

務得以恢復，帶動金因肽®及金因舒®銷售造好；而匹納普®於今年較早前獲納入國家集中採

購，惠及銷售同比增長三倍多。配合持續的成本控制措施，本集團首次實現從其核心業務錄

得利潤，期內錄得溢利1.9百萬港元，而去年同期則虧損11.5百萬港元，可見本集團開始有

所收成，步入利潤持續增長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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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納普®獲納入第四批國家組織藥品集中採購

於二零二一年二月三日，國家組織藥品集中採購和使用聯合辦公室宣佈本集團的伏立康唑片

（50毫克匹納普®）為首批獲納入第四批國家組織藥品集中採購的藥物。由於市場准入，尤其

是醫院招標，向來是擴大匹納普®銷售的一大難題，故獲納入國家帶量採購有助於匹納普®在

迅速滲透公立醫院市場建立優勢。公立醫院是伏立康唑片的主要銷售渠道，其在需要額外採

購時會優先考慮匹納普®，有助本集團取得更大市場份額。此外，地方監管機構透過將藥物

納入國家帶量採購，以減少銷售渠道中的中間商，從而進一步提高國內醫療行業效率，並降

低成本。

與多特生物達成合作，為視網膜疾病患者共同研發多特異性多特體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本集團與多特生物達成合作，為視網膜疾病患者，如老年性黃斑病變

（黃斑病變）、糖尿病性黃斑水腫(DME)、視網膜靜脈阻塞(RVO)及近視性脈絡膜新生血管

(mCNV)，共同研發新一代尖端療法。根據協議，多特生物負責使用其專屬的多特體技術為

各個靶點生成多個多價及╱或雙特異性穩定和人源化單域候選抗體，而本集團則負責放大生

產(CMC)、新藥申請(IND)、臨床試驗及商業化。憑藉多特生物頂尖眼科技術，結合本集團

在大腸桿菌表達蛋白的發酵、純化、質量保證及質量控制方面具有豐富的經驗，相信是次合

作有助拓展本集團產品，把握黃斑病變治療市場持續增長的需求。

研發及研發進度

期內，本集團繼續專注研發內分泌疾病、眼科及皮膚科三大領域的創新及獲專利產品。目前

本集團旗下擁有多種領先專利生物製藥及若干優質仿製藥，現正處於不同研發階段。本集團

的研發團隊致力研發新專利藥物，解決患者尚待滿足的醫療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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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專利生物藥品

藥品╱成分 適應症 發現 臨床前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新藥上市申請 已上市

代謝類         

Uni-PTH（水針） 骨質疏鬆 ✔ ✔ CTE CTE CTE
 

Uni-PTH（口服） 骨質疏鬆 ✔ ✔
 

Uni-GLP（水針） 2型糖尿病 ✔ ✔ CTE CTE ✔
 

Uni-GLP（水針） 肥胖症 ✔ ✔
 

Uni-GLP（口服） 2型糖尿病 ✔ ✔
 

眼科         

UB101 黃斑病變 ✔
 

UB102 黃斑病變 ✔
 

皮膚科         

UB103 待定 ✔
 

附註： CTE為臨床試驗豁免的簡略形式，是指在臨床環境中根據特定研究條件向患者或志願受試

者施用研究藥劑的授權。獲批准後，新藥可免於第1/2/3階段臨床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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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PTH

本集團在研專利品Uni-PTH（重組人甲狀旁腺激素1-34類似藥）能有效治療骨質疏鬆及骨痛、

增加骨密度及減少骨折風險。目前，藥品為透過刺激成骨細胞活性有效增加骨密度及減少椎

骨和髖骨骨折的唯一合成代謝劑。通過刺激新骨生成，Uni-PTH可在六個月的治療期間快速

提升骨骼質量並恢復骨質密度，因此降低骨折風險及骨痛情況，對於中重度骨質疏鬆及骨痛

患者尤其見效。第二代Uni-PTH基於第一代Uni-PTH進行劑型改良，更方便患者使用。Uni-

PTH亦是國產同款產品中為數不多的全生物表達甲狀旁腺激素類似藥，於中國市場鮮有競

爭。

Uni-PTH（預充注射筆）或第二代Uni-PTH已於二零二零年九月獲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藥監

局」）批准臨床試驗申請。期內，本集團如期籌備第二代Uni-PTH水針橋接臨床試驗，並將於

二零二一年八月正式開展臨床試驗，預計於二零二一年底完成，並於二零二二年提呈新藥上

市申請。目前本集團正為研發第三代口服型Uni-PTH收集數據。

Uni-GLP

本集團GLP-1產品為世界第一種全生物表達GLP-1製劑，其生物表達與化學合成艾塞那肽一

級結構序列相同，但二級結構更接近生物體內天然GLP-1，並擁有更完整穩定的生物學空間

結構，有望達致更佳療效及安全性。由於技術要求較高，產品不易仿製，因此相比化學合成

艾塞那肽，產品在定價、價格維護（不會納入國家化學藥帶量採購）及較嚴格的市場准入方面

更具優勢；同時無需外購原料藥，享有穩定供貨及成本優勢。憑藉臨床及成本價格優勢，

GLP-1有望成為中國領先的糖尿病產品。此外，本集團研發的水針版本可與安全高效注射筆

兼容，適合多種用途而無需覆溶，相對於粉針版更方便使用。

目前，本集團正為Uni-GLP籌備臨床試驗相關工作，預計於二零二一年第三季開展。本集團

一直與藥監局就完善橋接臨床試驗進行溝通，如結果理想，Uni-GLP可免於第三階段臨床試

驗，加快藥物審批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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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特體項目

UB101（雙價納米抗體）透過阻止可損害視力的眼部異常血管增生及滲漏，治療濕性老年黃

斑病變（濕性黃斑病變）。現時濕性老年黃斑病變的一般治療為玻璃體內注射藥物，為患者造

成諸多不便。目前，本集團正研發創新技術，嘗試突破玻璃體內注射治療的侷限，並將於二

零二一年十一月開展臨床前體內外測試。

UB102（雙特異性納米抗體）能同時阻隔兩種促血管生成受體，較阻隔單一因子更顯抑制功

效，用於治療濕性黃斑病變等眼疾。與UB101相比，UB102能更有效舒緩症狀。此外，首

次在臨床及統計上證實能有效改善糖尿病黃斑水腫患者視力。目前多特生物正按計劃研發基

於其技術平台雙特異性納米抗體。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Frost & Sullivan)報告，二零一七年中國濕性黃斑病變的患病率為340

萬，預計到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三零年分別可達400萬及480萬。本集團認為濕性黃斑病變蘊

藏龐大商業需求，目前正與多特生物研究各種創新技術，以提供現有治療的替代方案。為

挖掘皮膚科領域的發展潛力，本集團亦可能與多特生物研發第三種分子，惟針對靶點尚待確

定。

高價值仿製藥及生物等效性研究

產品 適應症 狀況 備註

內分泌科    

博舒泰® 2型糖尿病
博舒泰®（阿卡波糖片）已獲藥監局批准 

在中國上市
與北京百奧藥業有限公司合作研發

 

感染性疾病    

匹納普® 真菌感染
匹納普®已獲藥監局授予BE認證， 

並獲納入國家帶量採購



2021 中期報告 10

博舒泰®

博舒泰®（阿卡波糖片）是一種口服抗糖尿病藥物，針對出現糖尿病前期症狀並需要早期治療

的患者，或病情控制較差的餐後高血糖患者。阿卡波糖片尤其適用於飲食富含高碳水化合物

的亞洲患者。

繼產品於二零二零年獲藥監局批准在中國上市並通過GMP生產檢驗，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

第一季開始生產博舒泰®，其銷售符合預期，並預計阿卡波糖片有望於二零二二年入選下一

輪國家藥品帶量採購目錄。本集團與國藥集團威奇達藥業有限公司（「國藥威奇達」）及蘇州

營力醫藥科技有限公司（「蘇州營力」）達成戰略合作，確保博舒泰®能以最具競爭力的成本生

產。是次合作有助博舒泰®以穩定優質生產能力，以及原材料供應方面的強大成本優勢，從

未來全國藥品帶量採購中脫穎而出。

匹納普®

匹納普®（伏立康唑片）是一種治療嚴重真菌感染的主要藥物。獲臨床指南推薦為首選治療，

伏立康唑片透過阻斷真菌細胞膜合成而抑制真菌，廣泛應用於腫瘤、血液和呼吸疾病，以及

免疫功能衰弱的深切治療部病人。

根據IMS統計，二零一七年中國抗真菌藥物市場規模為人民幣49億元，其中伏立康唑片佔約

50%，獲最大市場份額。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七年期間，抗真菌藥物市場價值維持雙位數

增長，超越中國製藥市場4%至9%的增長幅度。於二零二一年二月三日，本集團伏立康唑片

（50毫克匹納普®）獲納入第四批國家組織藥品集中採購。採購合約為期兩年，確保匹納普®到

二零二三年的銷售訂單，並為本集團目前迅速擴大醫院市場份額建立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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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回顧

期內，本集團營業額錄得157.0百萬港元，按年大幅增長約132.8%（二零二零年上半年：

67.4百萬港元）。營業額增長主要由於中國有效控制COVID-19疫情，醫院服務得以恢復，刺

激本集團核心產品銷售強勁反彈。

期內銷售成本由二零二年上半年的10.1百萬港元增長221.6%至二零二一年同期的32.5百萬

港元。毛利從二零二零年上半年約57.3百萬港元增至124.4百萬港元，增幅達117.1%，而

毛利率為79.3%（二零二零年上半年：85.0%）。本集團繼續嚴格控制一般及行政開支，期內

一般及行政開支僅佔營業額約14.2%，而去年同期則為29.0%。由於本集團持續完善直銷團

隊，期內銷售及分銷開支佔收益百分比亦從去年同期的63.1%降至48.5%。研發費用增長

164.6%至21.4百萬港元，金額與本集團的產品研發進度吻合。

期內，本集團錄得溢利1.9百萬港元，每股基本盈利0.03港仙，成功從二零二零年上半年的

11.5百萬港元虧損或每股基本虧損0.18港仙扭虧為盈。此乃本集團首次於半年間錄得經營溢

利，可見過去數年的生物製藥投資及工作開始取得成果。

上市藥品銷售

金因肽®

本集團的皇牌產品金因肽®是用於傷口癒合的處方生物藥。期內，金因肽®產生的收益總計

82.4百萬港元，較二零二零年上半年約38百萬港元大增116.8%，主要歸功於醫院銷售強勁

反彈，以及電子推廣及互聯網醫藥平台帶來的額外收入。金因肽®銷售已超越疫情前的水

平，而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產品亦遠遠供不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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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因舒®

金因舒®是用於乾眼症、角膜損傷及術後癒合的治療藥品。期內，金因舒®收益由約11.8百萬

港元增至17.2百萬港元，上升45.8%，可見銷售全面復甦。在與華潤紫竹的5年銷售協議終

止後，由於本集團預期產品透過自有渠道銷售將有更好的銷售潛力，因此決定不延長與華潤

紫竹的合作。本集團有信心金因舒®將借鑑金因肽®的成功模式，擴大其業務規模。

匹納普®

本集團自家研發的化學藥品匹納普®（伏立康唑片）期內收益錄得257.3%增長，營業額由約

15.7百萬港元大幅增至約56.1百萬港元。匹納普®於二零二一年二月獲納入國家集中採購，

帶動藥品銷售顯著增長，同時為本集團帶來龐大醫院訂單。期內，本集團亦分配更多產能應

付訂單增長。

博舒泰®

本集團新推出的小分子抗糖尿病藥物博舒泰®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獲得生產批准，並隨即帶

來即時收益貢獻。期內，博舒泰®收益錄得1.3百萬港元，而本集團亦正籌備博舒泰®納入國

家藥品帶量採購事宜。

財務表現回顧

收益

銷售業務發展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營業額錄得約157.0百萬港元，按年大幅增長

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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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專利生物藥品

本集團之獲專利生物藥品包括金因肽®（創傷癒合表皮生長因子噴劑）及金因舒®（專用於角膜

損傷及術後癒合的表皮生長因子衍生物眼藥水）。期內，獲專利生物藥品銷售額為99.6百萬

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約99.8%，佔期內銷售總額約63.4%。

獲專利化學藥品

本集團的化學藥品包括匹納普®（伏立康唑片）及博舒泰®（阿卡波糖片）。此分部於期內錄得

57.4百萬港元營業額，而匹納普®及博舒泰®分別產生56.1百萬港元及1.3百萬港元銷售。

毛利及毛利率

期內，毛利錄得124.4百萬港元，較二零二零年上半年約57.3百萬港元增長117.1%，毛利增

幅主要由於主要產品收益增長所致。而毛利率為79.3%（二零二零年上半年：85.0%），其受

匹納普®相當廉宜的國家集中採購定價所影響，而大量生產的規模經濟效益則抵銷部份影響。

銷售及分銷開支

期內，銷售及分銷開支由二零二零年上半年約42.5百萬港元增至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約76.1百

萬港元，而銷售開支佔收益百分比由去年上半年的63.1%跌至二零二一年同期的48.5%，其

跌幅主要由於本集團持續結構調整直銷團隊及分銷策略所致。

研發費用

期內，本集團正開展數項臨床試驗，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的研發費用約為21.4百萬港元，較二

零二零年同期的8.1百萬港元增長164.6%。按佔收益百分比計算，研發費用由二零二零年上

半年的12%增至期內的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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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及行政開支

期內，一般及行政開支由二零二零年上半年的19.6百萬港元增長13.9%至二零二一年上半年

的22.3百萬港元，佔收益百分比由去年同期的29%跌至14.2%，跌幅展現本集團落實內部控

制及削減成本措施的成效。

其他收入

期內，其他收入約為0.087百萬港元，較去年同期的5.6百萬港元下跌98.5%，跌幅主要由於

租賃及政府補貼等非核心項目收入減少所致。

期內溢利

期內，本集團成功扭虧為盈，錄得溢利1.9百萬港元（二零二零年上半年：虧損11.5百萬港

元），為本集團首次於半年間實現由純核心業務錄得利潤，可見過去數年的生物製藥投資及

工作開始有所收成。

前景

展望

過去數年，中國醫療行業一直蓬勃發展，並自二零一六年起成為全球第二大行業市場。昆泰

(IQVIA)數據顯示，二零一八年中國藥物開支達1,370億美元，預計到二零二三年可達1,700

億美元。除人口老化導致確診慢性疾病人數增加外，政策支持亦帶動相關開支增長。面對醫

療作為重要行業，中國政府提出國家戰略部署《中國製造2025》，以加強國家技術及生產能

力，並為國內製藥公司訂立目標，務求實現創新及精簡藥物審批程序；同時，國家藥品集中

採購亦有助整合分散的醫療行業。身為國內創新製藥公司，本集團認為相關措施有助促進未

來業務增長，並會繼續堅持落實以下策略，把握前述的商機。



聯康生物科技集團有限公司15

專注表皮生長因子產品銷售及價值

由於本集團與合作夥伴華潤紫竹的金因舒®獨家分銷及推廣權於二零二一年六月結束，本集

團開始利用成熟的直銷團隊透過各渠道推廣金因舒®。透過與金因肽®共享資源，預計未來金

因舒®銷售及盈利能力將大幅提高。

為擴大產品產能，並滿足金因舒®和金因肽®持續增長的需求，本集團正尋覓新生產基地。經

評估各地供應鏈及基礎設施後，本集團決定將生產基地遷至東莞。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本

集團已開始設置新基地的基礎設施，屆時新生產基地將配備新技術，從而進一步降低生產運

輸成本及管理費用，同時提高整體產能。預計新生產基地將於二零二三年啟用。

除傷口癒合及眼科領域的應用外，本集團致力探索表皮生長因子在醫學美容行業等範疇的其

他臨床應用。Global Market Insights近日發表的研究指出，隨著大眾逐漸注重美容及外觀，

預計全球醫學美容市場規模將從二零二一年以9.2%的年複合增長率升至二零二七年的290億

美元。為解決尚待滿足的需求，本集團將與多個潛在合作夥伴合作，研究表皮生長因子產品

的創新配方。憑藉創新材料技術，本集團得以研發多元表皮生長因子產品配方，並可擴大產

品應用範圍。本集團將繼續利用其廣泛的研發能力研製更多產品，捕捉龐大市場機遇。

探索新商機，拓展業務規模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本集團與新加坡創新前沿生物製藥公司多特生物達成合作，為視網膜疾

病患者共同研發新一代尖端療法。憑藉多特生物在蛋白工程及配方領域的專利多特體技術，

結合本集團的優質品質控制，以及在臨床試驗和商業化方面的豐富經驗，是次合作將有助研

發具備臨床競爭優勢的獨特產品。

本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北京博康健基因科技有限公司將繼續拓展生物藥品合同生產組織

（「CMO」）業務，進一步善用北京的生產設施，從而為本集團帶來額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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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注創新，加快臨床程序

本集團將繼續專注研發Uni-PTH及Uni-GLP等創新藥物，並於二零二一年八月及年底分別開

展橋接臨床試驗及血液樣本測試。如進展順利，本集團將於明年提呈Uni-PTH新藥上市申

請。

本集團正籌備Uni-GLP臨床試驗工作，預計於二零二一年第三季開展；同時，本集團一直與

藥監局就完善橋接臨床試驗進行溝通。如結果理想，Uni-GLP可免於第三階段臨床試驗，加

快藥物審批程序，以助本集團盡早推出產品。

本集團相信，上述策略將提高經營效率，加快產品面世，並有助維持增長動力，從而為股東

提供更豐碩回報。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存款、銀行結餘及現金約為97,230,000港元。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總資產約為287,747,000港元（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252,717,000港元），流動資產約216,600,000港元（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181,439,000港元），而流動負債為89,045,000港元（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60,372,000港元）。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總負債對總資產的比率為32.4%（於二零二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5.1%）。

資產抵押及或然負債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就授予本集團的任何貸款融資作出任何資產抵押及

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僱員及薪酬政策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聘有293名員工，包括在中國研發部門的22名員工、在

中國生產廠房的140名員工、在中國商業辦事處的74名員工及在香港總部的6名員工。本集

團為其僱員提供具競爭力的薪酬待遇以吸引及挽留高端人才，而晉升及加薪方面則按表現釐

定。員工更可按其個別工作表現獲授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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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

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內所有適用守則條文。

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作為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的操守守則。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董事已確

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標準守則。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股份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自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至二零二一年六月

二十九日已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以總現金對價1,441,946.49港元購回合共

14,100,000股股份。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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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無購

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股份。

報告期後事項

報告期後並無重大期後事項。

中期股息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董事會不建議派發任何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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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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 156,984 67,433
銷售成本 (32,540) (10,119)    

毛利 124,444 57,314
其他收益 87 5,583
其他收益及虧損 842 (429)
銷售與分銷成本 (76,105) (42,549)
一般及行政開支 (22,292) (19,574)
研發費用 (21,368) (8,075)
以股本結算及以股份支付之開支 (2,445) (3,052)    

經營溢利╱（虧損） 3,163 (10,782)

融資成本 (273) (271)    

除稅前溢利╱（虧損） 4 2,890 (11,053)
所得稅開支 6 (973) (405)    

期內溢利╱（虧損） 1,917 (11,458)    

其他全面收入╱（開支）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境外經營公司因貨幣換算產生之匯兌
差額 2,251 (3,928)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開支） 2,251 (3,928)    

期內全面收入╱（開支）總額 4,168 (15,386)    

每股盈利╱（虧損）（港仙）
－基本及攤薄 7 0.03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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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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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 46,905 51,094
使用權資產 9 15,629 11,221
投資物業 169 167
無形資產 10 8,444 8,796    

71,147 71,278    

流動資產
存貨 30,825 16,518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74,915 90,389
應收一名關聯方款項 13,630 13,489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量的金融資產 – 36,031
銀行結餘及現金 97,230 25,012    

216,600 181,439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2 40,074 43,504
合約負債 41,082 13,182
應付所得稅 3,508 2,655
租賃負債 9 4,381 1,031    

89,045 60,372    

流動資產淨值 127,555 121,067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98,702 19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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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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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9 3,284 2,107
遞延稅項負債 836 827    

4,120 2,934    

資產淨值 194,582 189,411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3 64,060 63,910
儲備 130,522 125,501    

權益總額 194,582 189,411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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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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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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營活動所得之淨現金 40,021 9,107   

投資活動所得╱（所用）之淨現金 32,262 (29,390)   

融資活動所用之淨現金 (2,316) (2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淨額 69,967 (20,305)

於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5,012 66,198

外幣匯率變動之影響淨額 2,251 (736)   

於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指銀行結餘及現金 97,230 45,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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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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庫存股份
以股份
支付儲備

可供分派
儲備

（附註a）

匯兌
儲備

（附註b） 累計虧損 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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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108 757,369 – 30,568 1,291,798 36,366 (1,938,759) 241,450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 – – – – – (3,928) – (3,928)

期內虧損 – – – – – – (11,458) (11,458)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 (3,928) (11,458) (15,386)         

就獎勵新股份而發行普通股 150 2,100 – (2,250) – – – –

確認以股本結算及以股份支付 

之款項 – – – 3,052 – – – 3,052

購回股份 – – (3,000) – – – – (3,000)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64,258 759,469 (3,000) 31,370 1,291,798 32,438 (1,950,217) 226,116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63,910 754,894 – 39,148 1,291,798 49,739 (2,010,078) 189,411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 – – – – – 2,251 – 2,251

期內溢利 – – – – – – 1,917 1,917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 2,251 1,917 4,168         

就獎勵新股份而發行普通股 150 1,320 – (1,470) – – – –

確認以股本結算及以股份支付 

之款項 – – – 2,445 – – – 2,445

贖回股份 – – (1,442) – – – – (1,442)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64,060 756,214 (1,442) 40,123 1,291,798 51,990 (2,008,161) 194,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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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a： 可供分派儲備指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實行之股本重組產生之

進賬。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經修訂），股份溢價乃可供分派予股東，惟須符合以下條

件，即本公司在以下情況：(i)本公司現時或在分派後將無法償還到期負債，或(ii)本公

司資產之可變現價值在分派後將會少於本公司之負債及其已發行股本賬目之總和，則

不可以股份溢價宣派或派發股息或作出分派。

附註b： 與將本集團海外業務之資產淨值由其功能貨幣換算為本集團之呈列貨幣（即港元）有關

之匯兌差額直接於其他全面收益中確認並於匯兌儲備累計。於匯兌儲備累計之該等匯

兌差額會重新分類至出售海外業務之損益。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續）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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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組織

本公司乃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一間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聯交所」）上市。其註冊辦事處位於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其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新界沙田香港科學園科技大

道東20號5樓502室。

本集團主要從事生物科技相關業務（集中於透過結合重組DNA及其他科技研究及開發生物藥

品並將之商業化）。

2. 編撰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
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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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編撰。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未經審核，惟已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編撰本集團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採用之會計政策及編撰基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之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用者相符。

期內，本集團已首次應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且與編撰本集團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相

關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詮釋之下列新訂及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

利率基準改革－第二階段

於當前期間採納上述新訂或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並無對本集團的財

務狀況及業績造成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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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編撰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續）

以下可能與本集團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有關的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已經頒佈，但尚未生

效，且未獲本集團提早採納。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 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及香港詮釋

第5號(2020)「財務報表的呈列－借款人對 

含有按要求償還條款的定期貸款的分類」4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實務報告第2號之修訂

會計政策的披露4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之修訂 會計估計的定義4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訂 單一交易產生之資產及負債相關遞延稅項4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之修訂 作擬定用途前的所得款項2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之修訂 虧損合約－履行合約的成本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修訂 對概念架構的提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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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產出售 

或注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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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金減免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八年至 

二零二零年之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修訂「金融工具」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八年至 

二零二零年之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隨附之示例之 

修訂2

1 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3 適用於收購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首個年度期間開始當日或之後進

行的業務合併。

4 於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5 該等修訂預期將適用於在待釐定日期當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所發生的資產出售或

注資。

本公司董事預計應用該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將不會對本集團財務表現及狀況及╱或

本集團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的披露資料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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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向本公司董事會（即主要經營決策者（「主要經營決策者」））報告以作分部資源分配及評估分部
表現用途之資料乃按收入流基準劃分。主要經營決策者在設定本集團的可報告分部時並無彙

合所識別的經營分部。

本集團之經營及可呈報分部分析如下：

(a) 化學藥品－製造及銷售化學藥品

(b) 生物藥品－製造及銷售生物藥品

(c) 在研產品－研發藥品

可報告分部之業績資料載列如下：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化學藥品 生物藥品 在研產品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外部銷售 57,382 99,602 – 156,984     

業績
分部溢利╱（虧損） 19,195 15,145 (21,368) 12,972    

其他收入 87

融資成本 (273)

以股本結算及以股份 

支付之開支 (2,445)

未分配行政開支 (7,451) 

除稅前溢利 2,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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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續）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化學藥品 生物藥品 在研產品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外部銷售 17,570 49,863 – 67,433     

業績
分部（虧損）╱溢利 (480) 2,167 (8,075) (6,388)    

其他收入 5,583
融資成本 (271)
以股本結算及以股份 
支付之開支 (3,052)
未分配行政開支 (6,925) 

除稅前虧損 (11,053) 

4. 除稅前溢利╱（虧損）

除稅前溢利╱（虧損）已扣除下列各項目：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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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形資產攤銷 444 2,207
已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32,540 10,119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7,618 6,644
使用權資產折舊 2,320 1,011
減：計入研發費用之折舊 (2,899) (2,655)   

7,039 5,000

研發費用 21,368 15,323
減：無形資產資本化 – (7,248)   

21,368 8,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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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僱員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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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薪酬、工資及其他福利 24,369 33,168

退休福利計劃之供款 3,732 1,047

以股本結算及以股份支付之款項 2,445 3,052   

30,546 37,267   

6. 所得稅開支

於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扣除之稅項包括：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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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973 405   

於兩個期間，因於香港經營之實體並無產生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計提撥備。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自二零零
八年一月一日起，中國附屬公司的稅率為25%。

北京博康健基因科技有限公司及深圳華生元基因工程發展有限公司（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獲認定為「高新技術企業」，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合資格享受

15%的優惠企業所得稅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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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乃按下列數據得出：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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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利╱（虧損）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之期內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盈利╱（虧損） 1,917 (11,458)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份數目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股 千股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396,892 6,437,835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若干購股權的行使價高於本公司的平均市價，故

每股攤薄盈利的計算並無假設轉換該等購股權。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及認股權證將減少每股基本虧

損，因此並未就攤薄對所呈列之每股基本虧損之金額作出調整。

8. 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投資物業

(a) 收購及出售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以成本2,279,000港元收購廠房及機器

項目（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965,000港元）。賬面淨值為16,000港

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5,000港元）的廠房及機器項目已於截至二

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出售，導致產生出售虧損16,000港元（截至二零二

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出售收益1,200港元）。

(b) 減值虧損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未確認物業、廠房、設備以及投資物業

的任何減值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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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

使用權資產

按相關資產類別劃分的使用權資產賬面淨值的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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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權，按折舊成本列賬 8,185 8,252
租賃物業，按折舊成本列賬 7,444 2,969   

15,629 11,221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就一間辦公室訂立新租賃協議，為期兩年，

並因而確認使用權資產添置6,642,000港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95,121
港元）。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6,180,000港元的添置與向本集團一名關聯
方租賃的建築物有關。

使用權資產指本集團在經營租賃安排下於租賃期內使用相關租賃物業的權利，其按成本減累

計折舊及累計減值虧損列賬，並就租賃負債的任何重新計量進行調整。

租賃負債

租賃負債的賬面值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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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期日分析
一年以下 4,381 1,031
超過一年及以上 3,284 2,107   

租賃負債總額 7,665 3,138   

分析為：
流動部分 4,381 1,031
非流動部分 3,284 2,107   

7,665 3,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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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無形資產

商標及
證書 技術知識

已資本化
開發成本 總計

（附註a） （附註b） （附註c）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 3,934 4,510 8,444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 4,098 4,698 8,796     

無形資產按直線法於下列期間攤銷：

商標及證書 10至15年

技術知識 10年

已資本化開發成本 10年

附註：

(a) 商標及證書指獲取藥品商標及註冊證書之成本。

(b) 技術知識主要指為產品及生產技術開發而獨立獲取之技術及藥品。

(c) 已資本化開發成本主要指進行產品及生產技術開發之內部產生之成本。

(d) 所有具有有限可使用年期的相關無形資產隨後於可使用年期攤銷，於有跡象顯示無形

資產可能出現減值時評估減值。

(e) 本公司董事每年對本集團之無形資產進行減值檢討。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二一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就技術知識及已資本化開發成本於損益確認減值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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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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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收貿易賬款 50,552 53,925
減：呆賬撥備 (2,597) (3,375)   

47,955 50,550

應收票據 17,870 24,217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9,090 15,622   

74,915 90,389   

附註：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客戶合約的應收貿易賬

款分別為50,550,000港元及47,955,000港元。

按發票日期（與相關收益確認日期相若）呈列之應收貿易賬款（扣除已確認減值虧損）之賬齡分

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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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至90日 38,514 42,543
91至120日 3,717 4,786
121至180日 2,368 2,127
181至360日 2,934 500
360日以上 422 594   

47,955 50,550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應收貿易賬款包括於報告期末已逾期、總賬面值約為

9,441,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007,000港元）的應收賬款。逾期結餘中，
3,595,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461,000港元）已逾期90日或以上，但其並
不視為違約，因為(1)相關結餘主要來自具有長期關係且信譽良好的大型上市公司；(2)信用
質量並無重大變化，根據本集團使用的內部信用評分系統，該等應收賬款乃分類為低風險類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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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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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付貿易賬款 6,722 3,832

應付費用 20,907 31,742

其他應付款項 12,445 7,930   

40,074 43,504   

應付貿易賬款於報告期末按交易日期呈報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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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至30日 3,986 2,393

31日至60日 795 182

61日至90日 342 112

360日以上 1,599 1,145   

6,722 3,832   

購買貨物之平均信貸期為120日（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0日）。本集團已制訂財務

風險管理政策以確保所有應付款項於信貸時限內清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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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千港元   

每股0.01港元之普通股

法定：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500,000,000,000 5,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6,391,008,147 63,910

就新股份獎勵而發行普通股 15,000,000 150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6,406,008,147 64,060   

14. 購股權

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六日採納一項新購股權計劃（「二零一六年計劃」）並取代於二零
零六年九月二十二日通過之購股權計劃。

二零一六年計劃有效期為十年，據此，本公司董事會可酌情向對本集團之發展及增長作出貢

獻之合資格參與者（「合資格參與者」）授出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份。合資格參與者包括(i)本

公司、其任何附屬公司、或由本集團持有任何股權之任何實體（「投資實體」）之任何僱員（不
論全職或兼職並包括任何執行董事，但不包括任何非執行董事）；(ii)本公司、其任何附屬公

司或任何投資實體之任何非執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iii)向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或

任何投資實體提供貨品或服務之任何供應商；(iv)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或任何投資實體之任

何客戶；(v)向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或任何投資實體提供研究、開發或其他技術支援之任何

人士或實體；(vi)有關本集團或任何投資實體之任何業務領域或業務發展之任何顧問（專業或

其他方面）或諮詢公司；及(vii)透過合營企業、業務聯盟或其他業務安排對本集團發展壯大作

出貢獻或可能作出貢獻之任何其他組別或類別參與者，且就新購股權計劃而言，購股權可授

予由屬上述任何類別參與者之一名或多名人士全資擁有之任何公司。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購股權計劃已授出及尚未行使之購股權所涉及之股份數目為

563,055,000股（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63,055,000股），相當於該日已發行普通

股之8.79%（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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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購股權（續）

購股權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變動詳情如下：

於二零二一年
一月一日
尚未行使 期內授出 期內行使 期內失效 期內註銷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尚未行使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二日董事 8,560 – – – – 8,560

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二日其他 360 – – – – 360

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三日僱員 10,880 – – – – 10,880

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三日其他 33,100 – – – – 33,100

二零一五年七月十日董事 7,260 – – – – 7,260

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七日其他 120,000 – – – – 120,000

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七日僱員 20,700 – – – – 20,700

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七日其他 1,300 – – – – 1,300

二零一六年十月七日董事 10,880 – – – – 10,880

二零一七年四月三日僱員 34,950 – – – – 34,950

二零一七年四月三日其他 2,010 – – – – 2,010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董事 16,073 – – – – 16,073

二零一八年四月九日高級管理層 11,990 – – – – 11,990

二零一八年四月九日僱員 20,224 – – – – 20,224

二零一八年七月五日其他 3,000 – – – – 3,000

二零一九年四月九日董事 66,179 – – – – 66,179

二零一九年四月九日僱員 62,449 – – – – 62,449

二零一九年四月九日其他 3,300 – – – – 3,300

二零二零年四月二日僱員 35,780 – – – – 35,780

二零二零年四月二日其他 35,000 – – – – 35,000

二零二零年八月三十一日執行董事 33,380 – – – – 33,380

二零二零年八月三十一日非執行 

董事 25,680 – – – – 25,680       

563,055 – – – – 563,055       

期末可行使 445,420 

加權平均行使價 0.18港元 – – – – 0.18港元       



2021 中期報告 36

14. 購股權（續）

於二零二零年

一月一日

尚未行使 期內授出 期內行使 期內失效 期內註銷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尚未行使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二日董事 8,560 – – – – 8,560

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二日其他 360 – – – – 360

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三日僱員 10,880 – – – – 10,880

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三日其他 33,100 – – – – 33,100

二零一五年七月十日董事 7,260 – – – – 7,260

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七日其他 120,000 – – – – 120,000

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七日僱員 20,700 – – – – 20,700

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七日其他 1,300 – – – – 1,300

二零一六年十月七日董事 10,880 – – – – 10,880

二零一七年四月三日僱員 34,950 – – – – 34,950

二零一七年四月三日其他 2,010 – – – – 2,010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董事 16,073 – – – – 16,073

二零一八年四月九日高級管理層 11,990 – – – – 11,990

二零一八年四月九日僱員 20,224 – – – – 20,224

二零一八年七月五日其他 3,000 – – – – 3,000

二零一九年四月九日董事 66,179 – – – – 66,179

二零一九年四月九日僱員 62,449 – – – – 62,449

二零一九年四月九日其他 3,300 – – – – 3,300

二零二零年四月二日僱員 – 35,780 – – – 35,780

二零二零年四月二日其他 – 35,000 – – – 35,000       

433,215 70,780 – – – 503,995       

期末可行使 410,877 

加權平均行使價 0.19港元 0.15港元 – – – 0.18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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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經營租賃

本集團作為出租人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所賺取之物業租金收入約為34,000港元（截至二零二零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683,000港元）。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所持有之投資物業已

有租客於未來一年承租。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所有租賃協議均已屆滿，而截至該日，

概無重續租賃協議。於報告期末，本集團已就以下最低租賃款項與承租人訂約：

（未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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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內 – 34   

16. 資本承擔

（未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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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就下列項目訂約但未於綜合財務報表計提 

撥備之資本開支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1,089 430

－購買無形資產 14,557 14,287

－研發活動 4,992 –   

20,638 14,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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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中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二零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18. 資本管理

本集團管理資本之目的為：

• 維護本集團繼續持續經營之能力，從而繼續為股東提供回報及為其他持份者提供利

益；

• 支持本集團之穩定及發展；及

• 提供資本加強本集團之風險管理能力。

本集團積極定期檢討及管理資本架構，力求達到最理想的資本架構及股東回報；於該過程

中，本集團考慮的因素包括：本集團日後的資本需求與資本效率、當前及預期之盈利能力、

預期之營運現金流量、預期資本開支及預期策略投資機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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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董事於股份之權益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根據本公司按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352條規定存置之股東名冊所示，或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

交易之標準守則須另行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

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股份（「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如

下：

董事姓名 身份

已發行普通股

之數目

相關股份

之數目 總計

概約

持股百分比

（附註9）      

梁國龍 實益擁有人及受控法團權益（附註2） 1,846,832,542 (L) 29,199,000 (L) 1,869,611,542 (L) 29.19%

邱國榮 實益擁有人及透過受控法團持有權益 

（附註3）

865,040,000 (L) 6,420,000 (L) 871,460,000 (L) 13.60%

陳大偉 實益擁有人（附註4） 163,094,438 (L) 25,480,000 (L) 188,574,438 (L) 2.94%

趙志剛 實益擁有人（附註5） 6,655,000 (L) 86,680,000 (L) 93,335,000 (L) 1.46%

周啓明 實益擁有人（附註6） – 9,840,000 (L) 9,840,000 (L) 0.15%

任啓民 實益擁有人（附註7） – 8,060,000 (L) 8,060,000 (L) 0.13%

馬青山 實益擁有人（附註8） – 6,420,000 (L) 6,420,000 (L)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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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L」字樣指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之個人好倉。

2. 該等權益包括：(i) Automatic Result Limited（「Automatic Result」）持有之1,846,832,542股股

份，Automatic Result由MJKPC Holdings Limited全資擁有（MJKPC Holdings Limited為梁國龍

先生為其中一名全權信託對象之家族信託）；及(ii) 29,199,000股相關股份與本公司向梁國龍

先生授出之購股權有關。

3. 6,420,000股與本公司向邱國榮先生授出之購股權有關的相關股份。

4. 該等權益包括：(i)陳大偉先生持有之163,094,438股股份；及(ii)與本公司向陳大偉先生授出

之購股權有關的25,480,000股相關股份。

5. 該等相關股份與本公司分別於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二日、二零一五年七月十日、二零一六年十

月七日、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二零一九年四月九日及二零二零年八月三十一日向趙志

剛先生授出之購股權有關。

6. 該等相關股份與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十月七日、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及二零二零年八月

三十一日向周啓明先生授出之購股權有關。

7. 該等相關股份與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及二零二零年八月三十一日向任啓民先生

授出之購股權有關。

8. 該等相關股份與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三十一日向馬青山先生授出之購股權有關。

9. 持股百分比乃按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的6,406,008,147股已發行股份計算。

除於上述所披露外，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董事或彼等任何聯繫人士概無於本公司或其

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任何權益或

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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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證券之權益

就董事於作出合理查詢後所深知，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

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須向本公司披露或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所存置

之登記冊或須另行知會本公司之權益或短倉之股東（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除外）如下：

名稱 身份 普通股之數目 相關股份之數目 總計

概約

持股百分比

（附註4）      

Automatic Result （附註2） 實益擁有人 1,846,832,542 (L) – 1,846,832,542 (L) 28.83%

Overseas Capital Assets Limited

（附註3）

實益擁有人 657,180,000 (L) – 657,180,000 (L) 10.26%

香江證券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865,040,000 (L) – 865,040,000 (L) 13.50%

附註：

1. 「L」字樣指於本公司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之個人之好倉。

2. Automatic Result Limited由MJKPC Holdings Limited全資擁有而MJKPC Holdings Limited為梁

國龍先生為其中一名全權信託對象之家族信託。

3. 根據Overseas Capital Assets Limited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九日呈遞之個人主要股東通知，

Overseas Capital Assets Limited由He Rufeng全資擁有。

4. 持股百分比乃按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的6,406,008,147股已發行股份計算。

除於上述所披露外，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董事及本公司最高管理人概不知悉任何其他

人士於本公司之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須向本公司披露或記錄於本公司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所存置之登記冊或須另行知會本公司之相關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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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自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至二零二一年六

月二十九日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總現金代價為1,441,946.49港元購回共合

14,100,000股股份。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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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無購

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董事認為，期內本公司均已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

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內之守則條文。根據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本公司全體

董事（包括非執行董事）均應於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及膺選連任。

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作為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的操守守則。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董事已確

認彼等於期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

審閱中期報告

期內的中期報告（附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香港，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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