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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生北控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IOSINO BIO-TECHNOLOGY AND SCIENCE INCORPORATION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247）

中期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的特色

GEM的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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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M的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GEM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老練投資者。

由於GEM上市公司新興的性質所然，在GEM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所主板買賣之證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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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的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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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佈乃遵照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的規定提供有關中生北控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與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的資料，本公司各董事（「董事」）
願就本公佈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確
信：(1)本公佈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完整，且無誤導或欺詐成分；及(2)本公佈並無遺
漏其他事項，致使本公佈所載任何聲明或本公佈產生誤導。



2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茲公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的未經
審核綜合損益表及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連同二零
一八年之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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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收入 3、4 91,729 72,235 203,893 145,636

銷售成本 (43,859) (35,018) (119,700) (80,893)

毛利 47,870 37,217 84,193 64,743

其他收益及增益，淨值 456 (42) 1,096 1,085

銷售及分銷費用 (19,153) (15,630) (35,992) (30,328)

行政費用 (10,591) (13,124) (20,041) (27,149)

研究及開發費用 (8,353) (7,457) (13,342) (12,819)

經營業務溢利╱（虧損） 5 10,229 964 15,914 (4,468)

財務費用 6 (825) (2,877) (1,371) (5,066)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虧損） 1,873 352 1,333 (696)

除稅前溢利╱（虧損） 11,277 (1,561) 15,876 (10,230)

所得稅費用 7 (2,882) 2,175 (4,358) 2,123

期內溢利╱（虧損） 8,395 614 11,518 (8,107)

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4,907 4,459 7,213 517

非控股權益 3,488 (3,845) 4,305 (8,624)

8,395 614 11,518 (8,107)

本公司股東應佔每股盈利 8

－基本及攤薄（人民幣元） 0.034 0.031 0.050 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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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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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間溢利╱（虧損）及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8,395 614 11,518 (8,107)

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4,907 4,459 7,213 517

非控股權益 3,488 (3,845) 4,305 (8,624)

8,395 614 11,518 (8,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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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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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4,597 264,390
預付土地租金 2,572 2,572
預付款項 600 600
商譽 309 309
其他無形資產 25,146 20,888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43,852 42,519
指定為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股本投資 1,117 1,117
長期應收款項 14,572 6,752
遞延稅項資產 4,138 4,147

非流動資產總額 196,903 343,294

流動資產
存貨 61,001 58,821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10 202,873 141,685
預付款項、其他應收款及其他資產 30,054 191,145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53,623 16,348
已抵押存款 1,877 6,507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6,220 18,208

365,648 432,714

分類為持作銷售的出售組合資產 289,068 –

流動資產總額 654,716 432,714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1 134,603 119,274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145,437 84,313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 131,752 166,437
應付稅項 5,167 1,074

416,959 371,098

與分類為持作銷售資產 
直接相關的負債 24,566 –

流動負債總額 441,525 371,098

流動資產淨額 213,191 6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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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410,094 404,910

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 34,835 28,565

遞延收入 7,401 6,175

遞延稅項負債 6,646 5,707

非流動負債總額 48,882 40,447

資產淨額 361,212 364,463

權益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2 144,707 144,707

儲備 147,430 157,196

292,137 301,903

非控股權益 69,075 62,560

權益總額 361,212 364,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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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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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

已發行股本
未經審核

資本儲備
未經審核

法定儲備
未經審核

匯兌波動
儲備

未經審核
公允值儲備
未經審核

保留溢利
未經審核

合計
未經審核

非控股權益
未經審核

權益總額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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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144,707 105,090 46,066 (139) – 23,967 319,691 68,592 388,283
期間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 – – (43) – 517 474 (8,624) (8,150)
一名非控股股東注資 – – – – – – – 2,451 2,451
二零一七年末期股息 – – – – – (14,471) (14,471) – (14,471)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144,707 105,090* 46,066* (182)* – 10,013* 305,694 62,419 368,113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144,707 105,090 47,995 (173) (377) 4,661 301,903 62,560 364,463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 – – 42 – 7,213 7,255 4,305 11,560
收購非控股權益 – (2,550) – – – – (2,550) 2,010 (540)
一名非控股股東注資 – – – – – – – 200 200
二零一八年末期股息 – – – – – (14,471) (14,471) – (14,471)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144,707 102,540 * 47,995 * (131) * (377) * (2,597) * 292,137 69,075 361,212

*  該等儲備賬包括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綜合財務狀況表所列分別為人民幣

147,430,000元及人民幣157,196,000元的綜合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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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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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活動的淨現金流入 26,149 48,806

投資活動的淨現金流出 (6,616) (37,161)

融資活動的淨現金流入╱（流出） (26,151) 24,999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增加╱（減少） (6,618) 36,644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24,715 26,757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8,097 63,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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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

及其詮釋）、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編製。編製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所採

納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

致。

2.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更

採納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如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修訂本 具有負補償特性的預付款項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本 計劃修正、縮減或清償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長期權益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 

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3號

所得稅處理的不確定性

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七年 

週期之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修訂本

採納上述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重大財務影響。

3. 經營分類資料

就管理目的而言，本集團有一個申報經營分類：體外診斷試劑產品分類，該分類製造、銷售及分銷各種單╱

雙診斷試劑產品。

管理層監察本集團業務單位的整體經營業績，以作出有關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之決策。本集團來自外部客

戶之所有營業收入及溢利均由此單一分類產生。

地理資料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幾乎所有營業收入來自位於中國大陸的客戶，且本集團的全

部非流動資產均位於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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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主要客戶的資料

營業收入約人民幣64,644,000元乃來自體外診斷試劑產品分類向單一客戶之銷售，其佔本集團整體營業收

入逾10%。

4. 營業收入

營業收入指期內扣除退貨撥備及貿易折扣後已售貨品的發票淨值（不計稅項及附加稅）。

5.  經營業務溢利╱（虧損）

本集團經營活動所得溢利╱（虧損）已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折舊 5,954 5,168 11,908 10,335

知識技術攤銷 255 378 510 755

預付土地租金攤銷 20 25 40 50
    

6. 財務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及其他貸款利息 825 2,877 1,371 5,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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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費用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於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

稅計提撥備（二零一八年：無）。中國（本集團經營所在地）應課稅溢利的稅項乃根據中國現行稅率計算。根

據中國所得稅法，企業均須按25%的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根據相關中國所得稅法例，註冊為北京高新技術

企業的本公司及一間附屬公司享有所得稅15%的優惠稅率。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期－中國 

期內開支 2,528 868 3,410 928

遞延 354 (3,043) 948 (3,051)

期內稅項開支總額 2,882 (2,175) 4,358 (2,123)
    

8. 本公司股東應佔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的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股東應佔本期未經審核溢利

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144,707,176股（二零一八年：144,707,176股）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內並不存在攤薄事項，故未呈報每股攤薄盈利（二零

一八年：無）。

9. 中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八年：無）。

10.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除就銷售若干儀器獲授予介乎兩年至四年付款到期日之若干與本集團有長久關係的客戶外，本集團授予其

客戶的信貸期限通常為60日至180日不等。本集團密切監控逾期結餘，並對認為可能無法收回的到期應收款

作出減值。鑑於上文所述及本集團的應收貿易賬款與眾多分散客戶有關，故並無重大集中信貸風險。本集

團並無就其應收貿易賬款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或其他信貸提升的保障。應收貿易賬款為免息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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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發票日期，於結算日本集團應收貿易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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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3個月內 29,378 61,262

4至6個月 64,177 34,833

7至12個月 107,105 38,681

1至2年 8,324 6,164

2年以上 1,408 1,176

210,392 142,116

減：列示為非流動之金額 (7,519) (431)

202,873 141,685

11. 應付貿易賬款

根據發票日期，於結算日本集團應付貿易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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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3個月內 77,930 36,777

4至6個月 2,158 26,662

7至12個月 41,798 53,697

1至2年 10,655 1,881

2年以上 2,062 257

134,603 119,274

應付貿易賬款為免息並通常於30日至90日信貸期限內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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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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註冊、發行及繳足︰

80,421,033股內資股，每股面值人民幣1元 80,421 80,421

64,286,143股H股，每股面值人民幣1元 64,286 64,286

144,707 144,707

13. 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就授予一間聯營公司之貸款向一間銀行作出擔保為人民幣36,800,000元（二

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38,100,000元）。

14. 承擔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擁有任何有關廠房及設備之重大資本承擔。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九日，本公司與其主要股東生物物理所就使用生物物理所擁有的技術生產診斷試劑，

簽訂一項排他性技術許可使用合同。根據許可合同，自許可協議生效之日起計20年，本公司每年須向生物

物理所支付使用費人民幣500,000元。

15. 關連方交易

(a) 本集團於期內與關連方的重大交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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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技術服務費 (i) 250 250
  

附註：

(i) 技術服務費的詳情載於中期報告的附註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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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集團重要管理人員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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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短期僱員福利 1,620 1,879

離職福利 543 337

向重要管理人員支付的薪酬總額 2,163 2,216
  

董事認為，上述交易乃於本集團日常業務過程中進行。

16. 批准財務報表

董事會已於二零一九年八月十二日批准及授權刊發簡明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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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二零一九年上半年業務回顧

由於內地醫療衛生費用的逐年上漲及其增速的加快，導致醫療費用不斷增加，而同時醫保籌資
增速卻在放緩，加之人口老齡化凸顯，使國內醫保基金面臨前所未有的收支壓力，要求降低藥
品及醫療器械的採購成本已經成為了醫療行業未來改革的基本趨勢。隨著醫改的深化，在繼續
落實「兩票制 + 營改增」、「兩保合一」等政策的同時，二零一九年上半年，國家先後出台了「改
革完善醫用耗材採購政策」，「取消公立醫療機構醫用耗材加成」以及「帶量採購」、「耗材集采」
等一系列與IVD行業相關的醫保控費改革措施。這些政策的逐步落地，無疑將會給醫療器械行
業、給本公司的經營發展帶來一定程度的影響甚至是長遠的影響。上述措施的直接影響是擠壓
相關製造企業的利潤空間，使價格成為市場博弈的關鍵因素，市場的每一個環節都要求降低生
產企業的出廠價格，減小自身運營成本。目前國產試劑廠商多，市場爭奪戰自然會更加激烈。

報告期內，本集團積極面對挑戰，在保證質量、多方拓寬產品種類的前提下，努力探索新的營
銷模式、拓展新的銷售渠道來適應市場的新變化。繼續與經銷商和終端醫院緊密合作，引進得
力的銷售人才，強化和調整銷售隊伍的業績導向，加強以預算為基礎的績效考核。同時深化公
司內部成本管理，節能降耗，嚴控成本，增強市場競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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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趨勢

整個醫療行業的改變會是一個較為漫長過程，未來IVD行業發展必將與國家的醫改進展密切相
關。公司應該也必須緊盯醫改的政策走向及市場動態，順勢而為。醫聯體、醫共體作為未來醫療
市場的主體，將是公司關注追蹤的重點之一。隨著「醫聯體與醫共體」建設和以強基層為重點
的分級診療體系的逐步完善，內地診療服務體系優質醫療資源將逐步有序地有效下沉，IVD的
市場結構將隨之重新得以調整，各類產品的流向也會發生改變。醫聯體和醫共體工作的推進，
或將催生一批區域性臨檢中心的建設與發展，將會為公司帶來更多的商機。

本集團將利用自身優勢繼續延伸生化和免疫產品線，加速質譜產品、流式細胞儀和分子產品研
發上市；公司繼續採用經銷與直銷結合的方式，在內部管理上開源節流降耗，降低銷售成本，
減輕或化解市場價格壓力。

研發方面

報告期內，公司共完成了α-L-巖藻糖甘酶測定試劑盒等31個產品的延續註冊，並取得36個質譜
樣本前處理液產品的一類備案憑證。

二零一九年上半年財務回顧

報告期內，本集團實現營業收入人民幣20,400萬元，較去年同期增加40%。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
為人民幣721萬元，較去年同期之人民幣50萬元增加13倍。溢利增加乃主要由於本集團期內積極
拓展新的銷售區域及客戶以及合併財務報表的範圍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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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

體外診斷行業是保證人類健康的醫療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在各種新技術迅速發展以及大
部分國家醫療保障政策逐漸完善的大環境以及在龐大的人口基數及快速增長的經濟背景下，
中國仍將是全球體外診斷產業最具有發展潛力的區域，市場的規模會進一步擴大。

分級診療的實施，以及醫聯體、醫共體的建設，正在引發醫療器械行業銷售渠道和經營模式發
生變化，未來的基層醫療機構將會是業內企業爭奪的市場熱點。

本集團在積極開拓大中城市醫院市場的同時，長期注重縣級及鄉鎮醫療機構等基層市場資源的
開發與利用，公司將充分利用積累的自身優勢，努力使未來的業務得到很好的發展。

當然，儘管隨著基礎就醫的便利化、醫療服務的方便化及人口老齡化趨勢加重IVD市場容量會
進一步擴大，但是，基層醫療服務體系的建設、升級還需要較長的時間。業已出台的醫保控費
政策、措施正在逐步落實，市場上購併、整合也在不斷進行，在可以預見的未來，醫用耗材集采
打包以及區域檢驗中心等新運營模式的快速發展，預期行業內的市場集中度將進一步提高，市
場競爭將進一步加劇，充滿更多的不確定性，對整個行業市場參與者提出了更高的競爭要求。
面臨這樣的大勢，本公司承受的挑戰和壓力需要想方設法予以應對。

資本架構、財務狀況及流動資金

本集團一般以銷售、股東注入的資金及銀行借貸產生的現金流量撥付其營運。期內，本集團並
無發行新股，惟獲得人民幣10,105萬元的短期銀行借貸。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人民幣1,810萬元（於二零一八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2,472萬元）。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之無抵押銀行貸款為人民
幣2,949萬元（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4,748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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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業務主要位於中國，除本集團偶爾從國外購置設備及若干體外診斷試劑產品再於中國
轉售及加拿大附屬公司產生之行政開支外，大部份交易均以人民幣進行。若干以港元計值的銀
行賬戶則設於香港，用作支付H股股息及於香港產生的雜項開支（如專業費用）。

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賬面淨值分別為約人民幣27,021,000元及人民幣2,612,000元
之全部樓宇及預付土地租金已於報告期末就本公司獲授之本金額為人民幣70,000,000元之銀行
貸款抵押予北京銀行。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賬面淨額約人民幣6,178萬元的若干機器已抵押予獨立第三方以作
為授予本公司為期兩至三年的人民幣6,710萬元貸款之擔保。

或然負債

於報告期末，並無於財務報表撥備之或然負債如下：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就一間聯營公司獲授之貸款而向銀行作出之擔保 36,800 3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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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聘用約491名全職僱員（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479

名）。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總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約為人民幣
4,217萬元（二零一八年：約人民幣3,792萬元）。本集團根據員工及董事的資歷、經驗、表現及市
場水平制定及審閱彼等薪酬，以維持員工及董事薪酬於一個具競爭力之水平。本集團參加若干
遵照中國內地及香港法例及條例之法律責任規定之定額供款退休計劃及保險保障計劃。董事相
信，僱員乃本集團最重要資產之一，對本集團之成功做出巨大貢獻。本集團深明員工培訓之重
要性，故定期向本集團員工提供培訓以提升其技術及產品知識。

除公司秘書及合資格會計師外，本集團其餘僱員均駐於中國內地。

其他資料

董事、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監事或最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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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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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條本公司須予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或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條
至5.68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如下：

於本公司股份的好倉：

姓名

持有本公司
內資股的

數目

佔本公司
內資股
百分比

持有本公司
H股的
數目

佔本公司
H股百分比

佔本公司
註冊股本總額

百分比

吳樂斌先生 3,500,878 4.35% – – 2.42%
陳錦添先生（附註） 24,506,143 30.47% 6,780,000 10.55% 21.62%
許存茂博士 600,000 0.75% – – 0.41%
周潔先生 150,000 0.19% – – 0.10%

附註：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北京碩澤和香港未來分別持有本公司的24,506,143股內資股股份和6,780,000股

H股股份。由於陳錦添先生持有北京碩澤和香港未來的100%股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陳錦添先生

被視為於北京碩澤和香港未來持有本公司的31,286,143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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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概無本公司董事、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
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的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作出記錄
或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條至5.68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

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就各本公司董事及監事所知，除本公司董事、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
於上文「董事、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一節所披露的權益外，下列人
士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條文須向本
公司披露的權益，或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記錄於本公司須予存置之登記冊
內的權益，或須另行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

於本公司股份的好倉：

股東名稱 身份及權益性質
持有本公司
股份的數目

佔本公司有關類別
股份百分比

佔本公司
之註冊

股本總額
百分比

內資股 H股 內資股 H股

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直接實益擁有 31,308,576 – 38.93% 0.00% 21.64%

北京碩澤# 直接實益擁有 24,506,143 – 30.47% 0.00% 16.93%

北京君鳳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直接實益擁有 7,763,505 – 9.65% 0.00% 5.36%

香港未來 直接實益擁有 – 6,780,000 0.00% 10.55% 4.69%

陳錦添先生# 透過受控制公司 24,506,143 6,780,000 30.47% 10.55% 21.62%

北京控股有限公司^ 直接實益擁有 – 27,256,143 0.00% 42.40% 18.84%

北京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透過受控制公司 – 27,256,143 0.00% 42.40% 18.84%

Chung Shek Enterprises  
Company Limited

直接實益擁有 – 3,800,000 0.00% 5.91% 2.63%

王寬誠教育基金會 透過受控制公司 – 3,800,000 0.00% 5.91%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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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碩澤及香港未來各自均由陳錦添先生全資持有，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修例》，陳錦添先生被視為於

北京碩澤及香港未來分別所持之內資股及H股中擁有權益。

^ 北京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為北京控股有限公司之最終控股公司。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修例》，彼被視為於

北京控股有限公司所持之H股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就本公司各董事或監事所知，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概無任何人士（本
公司董事、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除外，其權益載於上文「董事、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及
相關股份的權益」一節）於本公司的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

部第2及3分部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的權益或淡倉，或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記
錄於本公司須存置之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倉，或須另行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

董事及監事購買股份或債權證的權利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概無授予董事或監事或彼等各自的
聯繫人（定義見GEM上市規則）任何購買本公司任何股份或債權證的權利或購股權，彼等亦無
行使該等權利。

競爭權益

於期內及直至本公佈日期，概無本公司董事、監事、主要股東及彼等各自的緊密聯繫人（定義
見GEM上市規則）於任何與或可能與本集團業務構成直接或間接競爭的業務中擁有權益，亦概
無與本集團有或可能有任何利益衝突。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
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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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的證券交易

於回顧期間，本公司已採納GEM上市規則第5.48條至5.67條所載之標準，作為董事買賣本公司
證券之行為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
司並不知悉有任何董事未有遵守買賣之規定準則及有關證券交易行為守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其書面職權範圍符合GEM上市規則。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審閱
及監督本公司的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制度。審核委員會包括本公司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
即鄭永唐博士、王代雪先生及潘春雨先生，已審閱本集團期內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企業管治

本公司一向非常重視高質、穩定及合理的穩健企業管治系統。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內，本公司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所有守則條文，並
在適當的情況下採納其中所載的建議最佳常規，惟下文所述的守則條文第A.1.8條除外。

守則條文第A.1.8條

根據守則條文第A.1.8條，本公司應安排合適保險以保障針對其董事之潛在法律行動。於本公佈
日期，本公司並未為董事安排有關保險保障。

本公司正在審閱和比較自若干保險公司取得的報價和保單建議書，現時目標為於二零一九年內
為董事購買有關責任保險。

承董事會命
中生北控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董渙樟

中國，北京，二零一九年八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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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董事會成員包括：

主席兼執行董事
吳樂斌先生

副主席兼執行董事
陳錦添先生

副主席兼非執行董事
孫哲博士

執行董事
許存茂博士及陳建華先生

非執行董事
程亞利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鄭永唐博士、王代雪先生及潘春雨先生

本公佈將於其刊登日期起在創業板網頁www.hkgem.com之「最新公司公告」網頁一連登載最少
七日，及刊登於本公司網站www.zhongsheng.com.cn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