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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泰達生物醫學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Tianjin TEDA Biomedical Engineering Company Limite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189）

二零一九年半年度業績公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GEM」）的特色

GEM的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本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供一個上市
的市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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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GEM上市公司普遍為中小型公司，在G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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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M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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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全部或任何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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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的資料乃遵照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
天津泰達生物醫學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資料；本公司的董事願就本公告的資料共
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本公司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本公
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分，且並無遺漏任何事項，足以令
致本公告所載任何陳述或本公告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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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實現綜合營業額為人民幣200,755,549元，
與去年同比增加13.92%（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176,221,094元）。

•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綜合毛利額為人民幣25,449,134元，與去年
同比減少10.74%（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28,510,763元）。

•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股權擁有人應佔虧損為人民幣6,835,079

元，與去年同比減少16.50%（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虧損人民幣8,185,599元）；本公司
每股虧損人民幣0.361分（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每股虧損人民幣0.467分）。

•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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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業績（未經審核）

天津泰達生物醫學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下文統稱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半年度業績，
連同二零一八年同期的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賬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營業額 2 200,755,549 176,221,094 87,660,597 93,704,740

銷售成本 (175,302,721) (147,700,331) (76,669,728) (74,886,180)

毛利 25,449,134 28,510,763 10,982,595 18,818,560

其他開支及虧損╱收入淨額 703,782 (896,039) 443,419 43,977

銷售及分銷成本 (9,636,063) (11,960,597) (4,579,631) (6,113,208)

研發及行政開支 (20,445,159) (19,239,128) (9,099,684) (9,835,543)

融資成本 3 (1,685,338) (1,827,771) (928,061) (786,047)

除稅前（虧損）╱溢利 (6,047,281) (5,412,772) (3,122,862) 2,217,739

所得稅 5 (46,302) (182,060) (62,248) (182,060)

期內（虧損）╱溢利 (6,093,584) (5,594,832) (3,185,111) 1,945,679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期內虧損 (6,835,079) (8,185,599) (3,209,427) (1,320,823)

非控股權益
－期內溢利 741,495 2,590,767 24,316 3,266,502

每股虧損－基本（人民幣） 6 (0.361)分 (0.467)分 (0.017)分 (0.07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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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 人民幣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7 67,888,309 71,338,431

商譽 12,149,807 12,149,807

無形資產 17,132,183 18,045,202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17,169,826 17,660,069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11,606,976 13,018,908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7,567,145 12,401,826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 –

其他金融資產 10,463,767 10,463,767

非流動資產總值 153,978,013 155,078,010

流動資產
存貨 91,750,746 85,618,751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8 115,686,868 76,699,301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9 69,000,532 66,745,283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17,972,459 12,683,044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2,025,622 9,025,622

現金及銀行結餘 15,288,638 43,129,493

流動資產總值 311,724,865 293,901,494

資產總值 465,702,878 448,979,504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0 58,121,138 40,175,528

合約負債 11 14,373,393 22,264,411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11 53,079,820 42,121,228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 – –

應付一名股東款項 – –

應付非控股權益款項 1,120,528 1,120,528

其他金融負債 1,633,200 1,633,200

即期稅項負債 514,872 496,978

銀行借款 46,600,000 49,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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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負債總值 175,442,951 157,311,873

流動資產淨值 136,281,914 136,589,621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90,259,927 291,667,631

資產淨值 290,259,927 291,667,63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12 189,450,000 189,450,000

儲備 76,011,060 83,555,90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265,461,060 273,005,905

非控股權益 24,798,868 18,661,726

權益總值 290,259,927 291,667,631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 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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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 人民幣

來自經營業務的現金流量
經營業務所用現金 (24,515,277) (30,731,328)

已收利息 708,528 8,344

已付所得稅 – (347,401)

已付利息 (1,014,845) (1,812,889)

經營業務所用現金淨額 (24,821,594) (32,883,274)

來自投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438,131) (4,062,067)

工程進度款 (81,131) (500,00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 – 24,000

已收利息 – 8,344

購買附屬公司 – –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519,262) (4,529,723)

融資活動現金流量
發行股份 – 40,300,400

一名少數股東注資 – –

短期╱長期銀行借款所得款項 15,000,000 33,200,000

償還短期銀行借款 (17,500,000) (20,700,000)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2,500,000) 52,800,400

現金及銀行結餘減少淨額 (27,840,855) 15,387,403

期初現金及銀行結餘 43,129,493 37,592,277

期末現金及銀行結餘 15,288,638 52,979,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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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呈報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集團已根據歷史成本法慣例及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公認會計原則、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規定及

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編製財務報表。於本期間，本集團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

所有與其業務有關並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以及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統稱「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應用新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的未經審核營運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財務報表乃按持續經營基準，

假定本集團將繼續持續經營的假設編製。本集團是否能持續經營，取決於本集團日後是否能成功營運。因

此，董事已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未經審核季度業績。所採納的主要

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的會計政策貫徹一

致。

2. 營業額

營業額亦為本集團收益，指向客戶售貨的發票值（扣除任何補貼及折扣），其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肥料產品 197,750,732 167,899,813 110,373,153 86,037,801

養老及保健服務 3,004,817 8,311,281 2,721,798 7,666,939

200,755,549 176,211,094 113,094,951 93,704,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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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融資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銀行貸款利息開支及銀行費用 1,685,338 1,827,771 757,277 786,047

1,685,338 1,827,771 757,277 786,047

4. 除稅前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 人民幣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195,037 3,596,896

3,195,037 3,596,896

無形資產攤銷 1,000,405 4,390,764

1,000,405 4,390,764

5. 稅項

(a) 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根據中國所得稅規則及法規，本公司及本集團附屬公司的所得稅乃按法定稅率25%（二零一八年：

25%）計算，下列公司除外。

根據中國稅務法規，廣東福利龍複合肥有限公司獲認可為高新技術企業，有權享有15%的優惠稅率

（二零一八年：15%）。

香港泰達生物投資有限公司以香港利得稅稅率16.5%計算（二零一八年：16.5%）。

Shu Ju Ku Greater China, Ltd.乃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獲豁免股份有限公司（註冊號：308468）。

因此，利潤免稅（二零一八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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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稅項

香港 無 無

其他司法權區 46 182

由於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內並無於香港進行任何業務，故期內的香港所得稅

開支為零（二零一八年六月：零）。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內的中國所得稅開支為人民幣

46,302元（二零一八年六月：人民幣182,060元）。

期內開支與收益表所示溢利的對賬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除所得稅開支前（虧損）╱溢利 (6,047) (5,413)

按企業所得稅率25%計算的稅項 (1,512) (1,353)

稅率差額 (224) (1,244)

免稅期的影響 – –

綜合計算稅項虧損的影響 1,782 2,779

釐定應課稅溢利不可扣減開支的稅項影響 – –

期內稅項開支 46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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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就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虧損 (6,835,079) (8,185,599)

股份數目

就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894,500,000 1,754,576,712

7. 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期內，本集團斥資約人民幣438,131元（二零一八年：人民幣4,062,067元）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8.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本集團的應收貿易賬款與向第三方客戶銷售貨品有關。本集團持續對其客戶的財務狀況進行信貸評估，一

般不會就應收貿易賬款要求抵押。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 人民幣

應收貿易賬款 156,690,922 117,503,355

減：呆賬撥備 (41,004,054) (41,004,054)

115,686,868 76,499,301

應收票據 – 200,000

應收貿易賬款，淨額 115,686,868 76,699,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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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貿易賬款（流動資產）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 人民幣

三個月內 79,157,817 41,487,500

超過三個月但六個月內 38,983,533 22,030,651

超過六個月 38,549,572 12,981,150

156,690,922 76,499,301

9.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 人民幣

其他應收款項 19,006,191 4,647,934

減：呆賬撥備 (2,278,779) (2,278,779)

16,727,412 2,369,155

按金及預付款項 52,273,120 64,376,128

69,000,532 66,745,283

10. 應付貿易賬款

應付貿易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 人民幣

三個月內 46,696,896 30,210,855

超過三個月但六個月內 6,745,149 3,611,449

超過六個月 4,678,093 6,353,224

58,121,138 40,175,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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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其他應付款項、應計款項及合約負債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 人民幣

其他應付款項（附註a） 28,605,113 36,375,954

應計款項 1,132,335 2,939,587

合約負債 14,373,393 22,264,411

應付社會保障基金 2,432,172 2,805,687

46,543,013 64,385,639

(a)  應付附屬公司前股東款項及本公司附屬公司應支付的其他應付款項增加。

12. 股本

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股份數目 面值 股份數目 面值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註冊 1,894,500,000 189,450 1,894,500,000 189,450

已發行及繳足

每股面值人民幣0.1元的內資股 697,500,000 69,750 697,500,000 69,750

每股面值人民幣0.1元的H股 1,197,000,000 119,700 1,197,000,000 119,700

1,894,500,000 189,450 1,894,500,000 189,450

13. 資本承擔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未於本集團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計提撥備的重大資本承擔。

14. 或然負債

本公司已就其若干附屬公司獲授的人民幣15,000,000元（二零一八年六月：人民幣17,500,000元）的銀行融資

作出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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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二零一八年六月：無）。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股本 股份溢價 盈餘儲備 資本儲備 其他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於一月一日結餘 189,450,000 169,500,000 275,317,438 255,466,214 3,717,696 3,717,696 2,541,404 2,541,404 (22,032,403) (22,032,403) (175,988,230) (19,686,408) 273,005,905 389,506,503

發行股份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公司股權 
持有人應佔純利 0 0 0 0 0 0 0 0 0 0 (3,209,427) (1,320,823) (3,209,427) (1,320,823)

於三月三十一日結餘 189,450,000 169,500,000 275,317,438 255,466,214 3,717,696 3,717,696 2,541,404 2,541,404 (22,032,403) (22,032,403) (179,197,657) (21,007,231) 269,796,478 388,185,680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公司股權 
持有人應佔純利 0 0 0 0 0 0 0 0 0 0 (3,625,652) (6,864,776) (3,625,652) (6,864,776)

發行股份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於六月三十日結餘 189,450,000 169,500,000 275,317,438 255,466,214 3,717,696 3,717,696 2,541,404 2,541,404 (22,032,403) (22,032,403) (182,823,309) (27,872,007) 266,170,826 381,320,904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目前涉及兩大業務領域：一方面是生物復合肥業務，主要包括用於促進各種糧食及果蔬
等作物均衡生長的多系列生物復合肥料產品。另一方面涉及醫療健康業務，主要包括全面佈局
醫養結合的養老服務及運營管理業務，聚焦於失能失智、半失能半失智的剛需人群，在全國範
圍內開展養老機構運營管理、養老服務資源整合、養老服務管理督導與咨詢等相關養老服務業
務；擁有全球獨家獨家的腦波定量檢測分析技術，用於兒童優勢天賦的檢測和精神類疾病的檢
測。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經營的復合肥業務整體市場受物流運力加強的影響，基層經銷商囤貨
的情況越來越少，復合肥市場週期有所縮短，上半年原料行情波動頻繁，但整體復合肥價格的
波動區間並不大。同時，農民的品牌意識仍有待提高，在小廠低價產品的衝擊下，主流廠家的
利潤空間逐漸被壓縮。本集團附屬公司廣東福利龍複合肥有限公司和福利龍（山東）化肥有限
公司適時改變營銷策略，拓寬銷售渠道，根據市場變化不斷調整產品結構，提升產品質量，努
力保持復合肥業務穩定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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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回顧期內，本公司逐步在全國範圍內佈局開展養老機構運營管理、養老服務資源整合、養老
服務管理督導與咨詢等相關養老服務業務，包括養老服務機構的托管改造、養老服務機構連鎖
運營管理平台系統的搭建等。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日，本公司與法國最大的阿爾茨海默病連
銷養老機構Almage集團簽訂戰略合作協議，在阿爾茲海默病護理及養老院運營管理方面進行
合作。詳細內容，請參考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發佈的公告。腦電波檢測業務方面，由於
中國的政策法規對腦波數據出境進行了限制，公司改變經營策略，在中國建立腦波檢測系統，
在技術研發過程中腦波數據不能及時解讀並生成檢測報告，導致了市場拓展、人員招聘和業務
培訓進度的延遲。此外，在市場開拓過程中面臨了一些不可預知的困難，以及國內的腦波檢測
市場拓展需要一定時間等問題，也導致了腦波檢測業務發展緩慢。目前，國內腦波檢測系統已
較為穩定，但仍在不斷的升級完善，公司仍在積極尋找合作伙伴並拓展市場。

有關SJK Greater China Ltd.（「SJKGC」）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溢利保證完
成情況

本公司謹此提供以下有關收購SJKGC之51%股權（「收購事項」）之最新資料：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有關收購事項之通函所披露，賣方Shu Ju Ku Inc.

（「SJK 」）已向本公司提供溢利保證，根據本公司、SJK及SJKGC訂立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四月十六
日之協議（「該協議」，經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五日之補充協議所修訂及補充），SJKGC

於二零一七年、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九年三個財政年度（各年之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各年之經審核除稅後溢利將不少於5,390,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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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SJKGC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除稅後溢利淨額為305,000美元，
故上述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溢利保證未獲達成。因此，本公司已與SJK進
行溝通，並要求SJK根據該協議履行其責任。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一日，本公司已指示其法定代表
人向SJK發送函件，要求SJK（其中包括）於二零一九年八月十五日或之前向本公司支付(i)差額
或(ii)尚未支付的有保證的現金股息，若未完成，本公司或會根據該協議向SJK提起仲裁程序。

財務回顧

營業額、毛利與毛利率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實現總營業額為人民幣200,751,856元，與去年同
比增加13.92%（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176,221,094元）；本集團綜合毛利額為人民幣
25,449,134元，與去年同比下降10.74%（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28,510,763元）；本集
團經營綜合毛利率為12.67%，與去年同比下降3.50%（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綜合毛利率為
16.18%）。於回顧期內，本集團複合肥業務由於今年上半年市場產品同質化競爭加劇、原材料
價格上漲，農產品、糧食價格下跌及惡劣氣候等因素的影響，綜合毛利額與毛利率與去年同比
下降3.50%，但由於積極拓展了中國東北市場，營業額與去年同比增加了17.78%。

銷售及分銷成本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銷售及分銷成本為人民幣9,636,063.96元，於回顧
期內銷售及分銷成本與去年同比減少19.43%（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11,960,597元）。
主要是本集團複合肥業務在今年上半年減少了部分廣告和宣傳費用支出，調整了一些不必要的
促銷政策。

研發及行政開支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研發及行政開支為人民幣20,445,160元，其與去
年同比增加6.27%（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19,239,12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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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成本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融資成本為人民幣1,685,338元，與去年同比減少
7.79%（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1,827,771元），詳見隨附賬目附註3。

期內虧損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股權擁有人應佔虧損為人民幣6,835,079元，與去
年同比減少16.50%（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虧損人民幣8,185,599元）；本公司每股虧損人民幣
0.361分（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每股虧損人民幣0.467分）。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主要資金來源為中國多家銀行授出的銀行融資。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
日，本集團的銀行及現金結餘約為人民幣15,288,638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43,129,493元）、銀行借款人民幣46,600,000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49,500,000

元）。銀行借款以人民幣結算，由中國多家銀行按介乎4.35厘至6.5厘（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4.35厘至6.5厘）之固定年利率提供。其中銀行借款合共人民幣400,000元將於二零一九年下
半年陸續到期，合共人民幣39,000,000元將於二零二零年上半年陸續到期，合共人民幣7,200,000

元將於二零二零年下半年陸續到期。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產總值約為人民幣465,702,878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人民幣448,979,504元），流動負債總值約人民幣175,442,951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人民幣157,311,873元），股東權益人民幣265,461,060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人民幣273,005,905元）及少數股東權益約人民幣24,798,868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18,661,726元）。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綜合資產負債比率（即負債總額與資產總值的比率）為0.38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35），本集團的資本負債比率（即銀行借款總額與資產總值的
比率）為0.10（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11）。本集團的流動比率（即流動資產與流動負債
的比率）為1.78（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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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及本公司就其附屬公司所獲授銀行貸款之抵押提供擔保而
有或然負債人民幣15,000,000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7,500,000元）及人民幣
15,000,000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7,500,000元）。

外幣風險

由於本集團全部銷售主要以人民幣結算之中國本土銷售，而所有支付予供貨商之款項主要以人
民幣結算，故所面對的外幣風險較小。

庫務政策

本集團銀行借款以人民幣結算，一般於到期時重續一年。任何現金餘額將存放於中國持牌銀行
作為存款。

未來展望

黨始終將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置於關係國計民生的戰略高度和核心地位，始終把解決好「三
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黨的十九大以來，黨中央、國務院採取一系列重大舉措加快
推進鄉村振興。推動農業可持續發展，必須確立發展綠色農業就是保護生態的觀念。農業綠色
發展新理念，為未來我國農業發展指明了方向和出路。自去年以來，我國化肥行業保持穩中向
好的運行態勢，供需基本穩定，價格高位運行。但值得關注的是，下游需求低迷、出口形勢嚴峻
等仍困擾行業發展。此外，安全環保政策趨嚴也將給行業帶來極大挑戰。在殘酷的市場競爭面
前，本公司附屬復合肥生產企業積極採取有效措施，以市場為導向、以作物需求為導向，廣納
新客戶，嚴把產品質量關，為農戶提供優質優價的化肥，確保本集團復合肥業務可持續健康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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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面對人口老齡化進程加速的嚴峻形勢，國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促進體制機制創新，
完善社會養老服務體系，支持養老服務業的健康發展。二零一九年一月二日，民政部發佈民政
部關於貫徹落實新修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的通知，取消養老機構設立許
可，養老產業進入門檻進一步降低；二零一九年四月十六日，國務院發佈《關於推進養老服務
發展的意見》，提出深化放管服改革，拓寬養老服務投融資渠道，擴大養老服務就業創業，擴大
養老服務消費；二零一九年七月四日，財政部等六部委聯合印發《關於養老、托育、家政等社區
家庭服務業稅費優惠政策的公告》，決定對養老、托幼、家政等社區家庭服務業加大稅費優惠
政策支持，從今年六月一日到二零二五年底，對提供社區養老、托育、家政相關服務的收入免
征增值稅。在一系列國家政策支持下，我國養老服務產業正在逐步興起與發展，養老服務發展
環境得到改善，養老服務業呈現加快發展的態勢。國家現行政策明確了以居家為基礎、社區為
依托、機構為補充，養醫護相結合的多層次養老服務體系建設目標。本集團積極打造醫養結合
產業控股平台，拓展集團健康養老產業業務，提升該領域的核心競爭力，形成獨特的護理能力
和競爭壁壘，並將逐步完善醫養結合健康養老產業控股平台的建設和發展，將健康養老產業努
力培育成公司新的利潤增長點，切實完成公司戰略性創新和升級。腦電波檢測業務方面，由於
各種原因導致當前腦電波檢測業務發展緩慢，但是定量腦波檢測技術具有其較高的技術先進性
和市場應用性，我們將繼續協助SJK不斷完善境內的腦波檢測系統，並通過建立自營網點或者
簽訂排他性區域授權代理的方式不斷拓展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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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監事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各董事及監事及彼等各自的聯繫人士，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
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中擁有以下權益：

於本公司每股面值人民幣0.1元的普通股的好倉：

董事╱監事╱
主要行政人員 個人 家族 公司 其他 總數

佔已發行
股本百分比

孫莉女士 – – 300,000,000 

（附註）
– 300,000,000 15.83%

附註：  該等股份中180,000,000股由深圳市翔永投資有限公司（「翔永投資」）持有及120,000,000股由東莞市綠野化

肥有限公司（「綠野化肥」）持有。孫莉女士為北京盈谷信曄投資有限公司（「盈谷信曄」）15%股權之實益擁

有人，而盈谷信曄分別持有翔永投資及綠野化肥之100%股權。所有股份均為內資股。

除本段披露者外，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監事與其他高級行政人員概無於
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任何證券、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
第7及第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包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規定被當作或
視作擁有的權益或淡倉）；或(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載入該條例所述登記冊內的權
益；或(c)已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至5.67條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時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
之規定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

董事及監事購入股份的權利

於回顧期間內任何時間，本公司、其附屬公司或其控股公司概無訂立任何安排，致使本公司董
事及監事或彼等各自的配偶或18歲以下子女可藉購入本公司股份而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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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存置的登記冊所記錄，以下人士
（本公司董事及監事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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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
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須知會本公司之權益及淡倉：

於本公司每股面值人民幣0.1元的普通股的好倉：

股東姓名╱名稱 身份 普通股數目 股本百分比

天津泰達國際創業中心（「創業中心」） 實益擁有人 182,500,000

（附註）
9.63%

深圳市翔永投資有限公司（「翔永投資」） 實益擁有人 180,000,000 

（附註）
9.50%

山東知農化肥有限公司（「知農化肥」） 實益擁有人 180,000,000 

（附註）
9.50%

東莞市綠野化肥有限公司（「綠野化肥」） 實益擁有人 120,000,000 

（附註）
6.33%

附註： 所有股份為內資股。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存置的登記冊
所記錄，本公司董事並不知悉有任何其它人士（本公司董事及監事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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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已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XV部第2及3分部知會本公司的權益及淡倉及╱或直接或間接擁有附帶權利可於所有情況下
在本公司股東大會投票的已發行股本5%或以上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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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權益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之董事、監事或管理層股東及彼等各自之聯繫
人士（定義見GEM上市規則）並無與本集團業務存在或可能存在競爭，或存在或可能存在任何
其它與本集團的利益衝突而根據GEM上市規則須予披露。

更換行政總裁

於二零一九年二月一日，本公司宣佈，孫莉女士（「孫女士」）為投入更多精力及花費更多時間
決定及處理本公司的企業政策及重大事項，故辭任本公司行政總裁（「行政總裁」）一職，自二
零一九年二月一日起生效。孫女士將留任本公司董事會主席、執行董事、提名委員會主席及薪
酬委員會委員。董事會同時宣佈委任楊俊民先生接替孫女士出任本公司行政總裁，自二零一九
年二月一日起生效。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二月一日於GEM網站刊發之公佈。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依據GEM上市規則及參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刊發「成立審核委員會的指引」，並以書面
形式制定其權責範圍，審核委員會就本集團的核數事宜為董事會及本公司之核數師提供重要之
溝通橋樑，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檢討及監管本集團財務匯報程序，同時審查對外部審核、內部
控制及風險評估的有效性。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李旭冬先
生、王永康先生及高純女士組成，其中，李旭冬先生因具有專業的會計資格及審計經驗而獲委
任為該委員會之主席。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購股權計劃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內，本公司並未批准任何新的購股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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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合約

截至二零一九年上半年期間內，本公司並無就整體業務或任何主要業務之管理或行政工作簽訂
或存在任何合約。

購買、出售或贖回證券

於回顧期間，本公司並無贖回其任何股份。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上半年期間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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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

本公司已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條款並不較GEM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所載規定交易準則
寬鬆的操守守則。本公司亦向各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及本公司並不知悉於回顧期間內董事進行
證券交易有任何未遵守規定的交易準則及其操守守則的情況。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董事會及管理層一直致力於將《GEM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守
則」）內所載的《守則》條文貫徹到本集團內部，本公司所遵行的企業管治原則著重於建立行之
有效的董事會、健全的內部監控，以及對全體股東的透明度。董事認為，本公司於回顧期內除
《守則》第A.2.1條（其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及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外，已遵
守所有《守則》條文。

自二零一五年九月起，由於孫莉女士（「孫女士」）擔任本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行政總裁」），
故此舉偏離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於二零一九年二月一日，孫女士辭任行政總裁及楊俊
民先生（「楊先生」）獲委任為新任行政總裁。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二月一日於
GEM網站刊發之公佈。於二零一九年二月一日起楊先生獲委任為新任行政總裁後，本集團於回
顧期內已遵守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以及守則之所有其他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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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決議不宣派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任何中期股息。

承董事會命
天津泰達生物醫學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孫莉

中國天津，
二零一九年八月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分別為孫莉、郝志輝及何昕；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曹
愛新、李錫明及蓋莉；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李旭冬、王永康及高純。

本公告將由刊登日期起計最少一連七日於GEM網頁www.hkgem.com之「最新公司公告」一頁可
供瀏覽。本公告亦將於本公司網站(www.bioteda.com)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