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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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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內容所產生或因依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681）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 於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收入為人民幣941,036,000元，較截至
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增加約8.3%。

• 於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溢利為人民幣
249,470,000元，較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增加約13.9%。

• 於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分別約為人民幣
0.2929元及人民幣0.2872元，較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分別增加約
14.2%及15.1%。

• 董事會就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宣派每股0.1港元之中期股息。

中期業績

康臣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財務業
績（「中期業績」）。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及本集團之外聘核數師已審
閱中期業績。



2

綜合損益表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列示）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3 941,036 869,023
銷售成本 (253,894) (216,983)

毛利 3 687,142 652,040
其他（虧損）╱收入 5 (875) 5,802
分銷成本 (274,276) (273,538)
行政開支 (90,550) (75,768)

經營性溢利 321,441 308,536
融資成本 6 (11,519) (14,412)

稅前溢利 6 309,922 294,124
所得稅 7 (49,978) (58,797)

期內溢利 259,944 235,327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股東 249,470 219,014
 －非控股權益 10,474 16,313

期內溢利 259,944 235,327

每股盈利（人民幣元）
 －基本 8 0.2929 0.2564

 －攤薄 8 0.2872 0.2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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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列示）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內溢利 259,944 235,327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轉換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境外業務的
 財務報表的匯兌差異，扣除稅項 949 1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260,893 235,328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股東 250,419 219,015
 －非控股權益 10,474 16,313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260,893 235,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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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9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列示）

於2019年
6月30日

於2018年
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9 16,919 17,200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9 660,648 561,785
租賃預付款項 128,374 129,643
無形資產 9 416,092 430,800
商譽 320,647 320,647
其他預付款 20,427 5,706
遞延稅項資產 36,928 35,102

非流動資產總值 1,600,035 1,500,883

流動資產
存貨 10 190,101 210,31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984,733 916,099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421,718 1,269,746

流動資產總值 2,596,552 2,396,155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2 700,217 750,804
貸款及借款 13 714,160 147,202
遞延收益 1,655 1,655
即期稅款 64,975 99,492

流動負債總額 1,481,007 999,153

流動資產淨值 1,115,545 1,397,002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715,580 2,897,885

非流動負債
貸款及借款 13 – 245,336
遞延收益 17,587 18,320
遞延稅項負債 117,464 137,217

非流動負債總額 135,051 400,873

資產淨值 2,580,529 2,497,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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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9年
6月30日

於2018年
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5(c) 68,545 68,782
儲備 2,161,717 2,088,437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權益總額 2,230,262 2,157,219
非控股權益 350,267 339,793

總權益 2,580,529 2,497,012

於2019年8月21日經董事會批准及授權刊發。

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9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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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以人民幣列示，除非另有註明）

1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乃摘錄自本集團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報告。

中期財務報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包括
遵守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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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獲授權於2019年8月21日刊發。

中期財務報告乃按與2018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之相同會計政策編製，惟預期將反映於
2019年年度財務報表中之會計政策變動除外。會計政策變動詳情載於附註2。

編製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的中期財務報告要求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而有
關判斷、估計及假設會影響政策的應用及由年初至今的資產與負債、收入及開支的呈報金
額。實際結果可能有別於該等估計。

中期財務報告包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及經選錄的解釋附註。附註包括對了解本集團自
2018年年度財務報表以來的財務狀況及表現所出現的變動而言屬重要的事項及交易的解
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其附註並不包括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所編製的完整財務報表所規定的一切資料。

2 會計政策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一項新訂及多項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而該等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於本集團的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其中，以下發展與本集團的財務報表有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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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修訂、縮減或清償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2015年至2017年週期年度改進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23號，所得稅會計處理的不確定性

該等發展概無對本集團於本中期財務報告中有關現時或過往期間業績及財務狀況的編製或
呈列方式造成重大影響。本集團並無應用任何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新訂準則或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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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及分部報告

本集團按產品線管理其業務。本集團已呈列下列兩個可申報分部，其列報方式與為分配資
源及評估表現目的而向本集團最高行政管理人員內部報告資料的方式貫徹一致。並無合併
經營分部以組成下列可呈報分部。

－ 康臣葯業分部：此分部生產及銷售現代中成藥及醫用成像對比劑。

－ 玉林製藥分部：此分部生產及銷售傳統中成藥。

(a) 收入分拆

來自與客戶訂立之合約的收入按主要產品之分拆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範圍內之
 來自與客戶訂立之合約的收入
腎科藥物 516,018 444,077
對比劑 68,606 61,440
骨科藥物 94,231 111,736
皮膚科藥物 93,713 94,878
婦兒藥物 77,600 67,943
其他 90,868 88,949

941,036 869,023

由於超過99%之收入（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99%）來自中國市場，故並無按
地區市場呈列本集團收入及業績之分析。

來自與客戶訂立之合約之收入按收入確認之時間之分拆披露於附註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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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有關損益、資產及負債之資料

為評估分部表現及在分部間分配資源，本集團最高行政管理人員根據以下基準監察
各可呈報分部應佔的業績、資產及負債：

分部資產包括所有有形、無形資產及流動資產，而遞延稅項資產及其他公司資產則
除外。分部負債包括由各分部直接管理的個別分部生產及銷售活動應佔的貿易應付
賬款及應計費用。

收入及開支乃經參照該等分部產生的銷售額及開支或該等分部應佔資產折舊或攤銷
產生的開支，分配至可呈報分部。一個分部向另一個分部提供的支援（包括分享資產
及技術專門知識）則不予以計量。

用於呈報分部溢利的指標為毛利。本集團最高行政管理人員獲提供有關分部收入及
毛利資料。分部資產及負債資料並無向本集團最高行政管理人員定期匯報。

下文載列來自與客戶訂立之合約之收入按收入確認之時間之分拆，以及截至2019年
及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為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部表現而向本集團最高行政管理人員
提供的本集團可呈報分部之資料：

康臣葯業分部 玉林製藥分部 總計
2019年 2018年 2019年 2018年 2019年 2018年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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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收入確認之時間之分拆
時間點 681,087 589,170 259,949 279,853 941,036 869,023

可呈報分部收入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 681,087 589,170 259,949 279,853 941,036 869,023

可呈報分部溢利
毛利 544,107 468,421 143,035 183,619 687,142 652,040

可呈報分部資產 2,356,452 1,882,776 1,853,046 1,669,492 4,209,498 3,552,268

可呈報分部負債 949,367 798,420 537,160 352,485 1,486,527 1,15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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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可呈報分部溢利的對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來自本集團外部客戶之可呈報分部溢利 687,142 652,040
其他（虧損）╱收入 (875) 5,802
分銷成本 (274,276) (273,538)
行政開支 (90,550) (75,768)
財務成本 (11,519) (14,412)

綜合稅前溢利 309,922 294,124

4 經營的季節性特徵

由於本集團一般在新年假期前的第四季度向經銷商銷售更多醫藥產品，本集團醫藥產品第
四季度銷售額較年內其他季度平均高出50%。本集團通過於下半年度提高產量，增加庫存
以應對該需求。

於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十二個月，本集團錄得收入人民幣1,915,986,000元（截至2018年6
月30日止十二個月：人民幣1,759,897,000元）及毛利人民幣1,419,528,000元（截至2018年6
月30日止十二個月：人民幣1,298,233,000元）。

5 其他（虧損）╱收入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政府補助
 －無條件補貼 1,314 993
 －有條件補貼 802 1,619
利息收入 5,599 6,143
處置物業、廠房及設備產生的虧損 (162) (52)
淨匯兌虧損 (8,869) (5,576)
其他 441 2,675

(875) 5,802

6 稅前溢利

稅前溢利乃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後得出：

(a) 財務成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貸款利息 9,510 11,785
銀行貸款財務費用 2,009 2,627

11,519 14,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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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員工成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薪金、工資、花紅及福利 137,207 130,498
界定供款退休計劃供款 5,531 4,859
以股權結算並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
 購股權計劃（附註14） 12,607 5,224

155,345 140,581

(c) 其他項目：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折舊費用
 －投資物業 281 338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18,969 16,538
攤銷
 －租賃預付款項 1,574 1,567
 －無形資產 14,707 14,707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虧損(i) 9,759 493
並非持作買賣之投資未變現虧損淨額(ii) – 2,600
租賃費用 1,874 1,722

(i)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已確認之呆賬撥備為人民幣9,759,000元（截至
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493,000元）。

(ii)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已確認並非持作買賣之投資未變現虧損淨額為
人民幣2,600,000元，即投資之公允值變化。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概
無確認未變現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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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稅項
中國所得稅撥備 71,557 61,675

遞延稅項
產生及撥回暫時性差異 (21,579) (2,878)

49,978 58,797

(i) 根據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英屬處女群島」）的規則及規例，本集團毋須於開曼
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繳納任何所得稅。

(ii) 由於本集團於分別截至2018年及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並無賺取須繳納香港利得
稅的收入，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iii) 除非下文另有指明，否則本公司中國附屬公司的應課稅收益須按25%的稅率繳納中
國所得稅。

康臣藥業（內蒙古）有限責任公司（「內蒙古康臣」）及廣州康臣藥業有限公司（「廣州康
臣」）獲認證為「高新技術企業」，內蒙古康臣及廣州康臣可分別從2018年至2020年及
2017年至2019年享受優惠所得稅稅率15%。

廣西玉林製藥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玉林製藥」）及廣西玉林玉藥膠囊有限公司（「玉
林膠囊」）獲認證為於中國西部營運的鼓勵性產業公司，玉林製藥及玉林膠囊均可從
2011年至2020年享受優惠所得稅稅率15%。

廣西玉藥集團玉銘中藥有限責任公司（「玉銘中藥」）、廣西玉林製藥集團宏升貿易有
限責任公司（「宏升貿易」）及廣西玉林雲香置業有限公司（「雲香置業」）符合標準授予
中國小型微利企業的優惠所得稅稅率，並於2019年享受優惠所得稅稅率10%（2018
年：10%）。

廣西玉藥集團永綠中藥產業有限公司（「永綠中藥」）符合農產品種植收入的豁免標
準，並於2019年及2018年獲豁免繳納中國所得稅。

(iv) 根據有關稅法及其實施細則，除非自2008年1月1日起賺取的溢利獲稅務條例或安排
寬減，否則非中國居民企業投資者應收中國居民企業的股息須按10%繳納預扣稅。
於2019年，本公司獲得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身分證明書，並符合「內地和香港特別行
政區關於對所得避免雙重徵稅和防止偷漏稅的安排」的條件。因此，就中國預扣稅而
言，本集團於2017曆年及其後兩個曆年已採用5%的預扣稅率。

本集團董事已確定，在釐定中國附屬公司日後向於香港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分派的
股息金額時，將考慮本公司已宣派或將宣派的股息金額及本公司貸款及借款的還款
時間表。於2019年6月30日，根據於可預見的未來廣州康臣預期會就自2008年1月1
日後產生的盈利向本公司派發股息，計提遞延稅項負債人民幣40,850,000元（2018年
12月31日：人民幣58,00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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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中期期內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溢利人民幣249,470,000元（截
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219,014,000元）及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
851,824,000股（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854,231,000股）計算。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千股 千股

於1月1日已發行普通股 875,191 873,610
已行使購股權的影響（附註15(c)） 25 319
根據股份獎勵計劃持有的庫存股的影響 (19,698) (19,698)
購回及註銷股份的影響（附註15(a)） (3,024) –
購回但未註銷股份的影響（附註15(a)） (670) –

於6月30日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851,824 854,231

(b) 每股攤薄盈利

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溢利人民幣249,470,000元（截至2018年6月
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219,014,000元）及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868,582,000股（截至
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877,422,000股）計算。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千股 千股

於6月30日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851,824 854,231
購股權計劃項下視同發行股份的攤薄影響 16,758 23,191

於6月30日普通股加權平均數（攤薄） 868,582 877,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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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投資物業及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無形資產

(a) 購買及處置自有資產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以成本人民幣121,674,000元（截至2018年6月
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45,199,000元）購得物業、廠房及機器項目。於截至2019年6
月30日止六個月，處置了賬面淨值為人民幣3,641,000元（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
月：人民幣1,068,000元）之廠房及機器項目，導致處置虧損人民幣162,000元（截至
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52,000元）。

(b) 無形資產

無形資產為賬面值人民幣 2 5 6 , 2 3 3 , 0 0 0元的商標（2 0 1 8年 1 2月 3 1日：人民幣
256,233,000元）及賬面值人民幣159,859,000元的專利（2018年12月31日：人民幣
174,567,000元）。

(c) 投資物業的估值

本集團投資物業於綜合財務狀況表內按成本減累計折舊及減值虧損列賬。投資物業
的賬面值與其於2019年6月30日及2018年12月31日的公允值並無重大差異。

10 存貨

於2019年
6月30日

於2018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原材料 105,365 109,960
在製品 30,062 50,624
製成品 54,674 49,726

190,101 21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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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已計入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以發票日期為基準
並扣除呆賬撥備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2019年
6月30日

於2018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3個月內 610,954 691,927
3至12個月 226,767 158,447
12個月以上 110,216 13,618

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扣除虧損撥備(i) 947,937 863,992

其他應收款項 21,927 20,279
預付款項(ii) 14,869 31,828

984,733 916,099

(i) 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扣除呆賬撥備

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通常自發出賬單日期起30日至180日內到期。對應收賬款餘
額逾期超過十二個月的債務人授予任何進一步信貸前，會要求其首先清還所有欠款。

(ii) 預付款項

關於三年期貸款（附註13）的預付貸款安排費用為人民幣2,314,000元（2018年12月
31日：人民幣4,323,000元），其中人民幣2,314,000元（2018年12月31日：人民幣
3,639,000元）預期會於一年內被確認為費用並計入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於2019年6
月30日，概無預付貸款安排費用預期會於超過一年後的時間被確認為費用並被分類
為其他預付款非即期部分（2018年12月31日：人民幣68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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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已計入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以發票日期為基準
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2019年
6月30日

於2018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個月內 29,753 45,355
一至十二個月 35,607 44,318
十二個月以上 142 3,082

貿易應付款項總額 65,502 92,755

合約負債 12,533 6,097
退還負債 62,212 66,677
應計開支 241,335 257,926
應付僱員福利 147,662 188,242
其他應付款項 170,973 139,107

700,217 750,804

13 貸款及借款

於報告期末，貸款及借款為無抵押銀行貸款，且須於下列期限償還：

於2019年
6月30日

於2018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年內 714,160 147,202
一年後但於兩年內 – 245,336

714,160 392,538

於2019年6月30日，本集團金額為人民幣552,295,000元（2018年12月31日：人民幣
392,538,000元）的銀行貸款受制於對本集團或其附屬公司某些財務比率的約定（該等約定
常見於金融機構的貸款安排中）。假若本集團違反了該等約定，已提取的貸款便會變成須
按要求償還。本集團定期監察遵守該等約定的情況。於2019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違反
任何與已提取貸款相關的約定（2018年12月31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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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以股權結算並以股份為基礎的交易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授出63,000,000份購股權予若干董事及僱員
（「2019年授出」）。該等購股權的行使價為每股4.476港元，總公允值達人民幣104,005,000
元。購股權自授出日期起一年至三年內歸屬，其後可於2029年1月1日或之前行使。

(i) 2019年授出的條款及條件如下：

授出日期 批號
已授出

購股權數目 歸屬期
購股權的
合約年期

授予僱員的購股權：
2019年1月2日 第1批 13,650,000 可於2020年4月1日或

 之後行使
10年

2019年1月2日 第2批 13,650,000 可於2021年4月1日或
 之後行使

10年

2019年1月2日 第3批 18,200,000 可於2022年4月1日或
 之後行使

10年

授予兩名董事的購股權：
2019年5月31日 第4批 5,250,000 可於2020年4月1日或

 之後行使
9.6年

2019年5月31日 第5批 5,250,000 可於2021年4月1日或
 之後行使

9.6年

2019年5月31日 第6批 7,000,000 可於2022年4月1日或
 之後行使

9.6年

授出購股權總數 63,000,000

(ii) 2019年授出項下購股權的公允值及假設：

用以換取授出購股權所獲服務的公允值乃參考所授出購股權之公允值計量。所授出
購股權的估計公允值乃基於二叉樹模型計量。購股權合約年期在此模型中用作為一
項輸入數據。提前行使的預期已納入此二叉樹模型。下文載列購股權的公允值及假
設。

批號
1 2 3 4 5 6

計量日公允值（港元） 1.4434 1.4900 1.5317 1.9825 2.0625 2.1216
股價（港元） 4.19 4.19 4.19 5.23 5.23 5.23
行使價（港元） 4.476 4.476 4.476 4.476 4.476 4.476
預期波幅 40.06% 40.06% 40.06% 39.74% 39.74% 39.74%
預期購股權年期 10 years 10 years 10 years 9.6 years 9.6 years 9.6 years
股息率 2.18% 2.18% 2.18% 2.18% 2.18% 2.18%
無風險利率 2.42% 2.42% 2.42% 1.99% 1.99% 1.99%

本公司於2013年12月2日批准了一項購股權計劃及於2014年、2016年及2019年授予
若干董事及僱員購股權。於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171,000份購股權（截至
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1,150,800）已獲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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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資本、儲備及股息

(a) 購買自身股份

於中期期間，本公司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回購其自身9,948,000股股份（「購回
股份」）：

月╱年
已回購

股份數目
每股已付
最高價格

每股已付
最低價格

已付價格
總額

港元 港元 千港元

2019年1月 3,212,000 5.45 4.32 15,581
2019年4月 1,451,000 5.50 5.13 7,801
2019年5月 442,000 5.21 5.08 2,284
2019年6月 4,843,000 5.39 4.94 25,461

51,127

回購乃受香港公司條例第257條規管。回購股份的已付總額51,127,000港元（相當於
約人民幣44,601,000元）乃全數自保留溢利撥付。

直至2019年6月30日，3,212,000股購回股份已被註銷，餘下的6,736,000股購回股份
仍然發行在外。

(b) 股息

(i) 中期期間應付權益股東股息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中期期間後宣派
 之中期股息每股0.1港元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無） 75,640 –

於報告期末，中期股息並未被確認為負債。

(ii) 上一財政年度應付權益股東的股息，已於中期期間批准及支付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上一財政年度末期股息，已於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中期期間獲批准及
 支付每股0.2港元（截至2018年6月30日
 止六個月：每股0.1港元） 146,288 68,943
減：就購回股份支付的股息 (309) –

145,979 68,943

* 本公司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已付末期股息為人民幣145,979,000
元，並已作出調整以扣除就購回股份支付的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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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股本

(i) 已發行股本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股份數目
繳足

股份面值
繳足

股份面值
千股 千港元 人民幣千元

於2019年1月1日 875,191 87,519 68,782
根據購股權計劃發行的
 股份（附註15(c)(ii)） 171 17 15
期內註銷股份（附註15(a)） (3,212) (321) (252)

於2019年6月30日 872,150 87,215 68,545

本公司普通股面值為每股0.10港元。

(ii) 因行使購股權計劃而發行的股份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購股權獲行使，以代價686,000港元（相當
於約人民幣597,000元）認購本公司普通股合共171,000股（2018年6月30日止六
個月：1,150,800），其中人民幣15,000元及人民幣582,000元已分別計入股本及
股份溢價賬。根據本公司的會計政策，人民幣181,000元已自資本儲備轉撥至股
份溢價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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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資本管理

本集團管理資本的主要目的是維護其持續經營的能力，從而使其能夠透過按相應的
風險水平為產品及服務定價，以及憑藉以合理成本取得融資而繼續為股東提供回
報，並為其他利益相關者提供利益。

本集團按照經調整淨債務與資本比率監察其資本架構。就此而言，經調整淨債務乃
界定為總債務（包括計息貸款及借款）加未計擬派股息再減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經
調整資本包括權益的所有組成部份。

年內，本集團的策略旨在將債務與股權比率維持於本集團管理層不時參考當前市況
而認為合理的水平。為了維持或調整比率，本集團可能會調整派付予權益股東的股
息金額、發行新股或籌募新債務融資。

於2019年6月30日，本集團呈列了經調整資產淨值，因此並無計算淨債務與資本比
率。本集團於2019年6月30日的經調整資產淨值如下：

2019年 2018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流動負債：
 －貸款及借款 13 714,160 147,202

非流動負債：
 －貸款及借款 13 – 245,336

總債務 714,160 392,538

加：擬派股息 15(b) 75,640 146,288
減：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421,718) (1,269,746)

經調整資產淨值 631,918 730,920

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不受限於外部施加的資本要求，惟授予若干附屬公司的
銀行融資須履行與該等附屬公司資本負債表比率有關的契諾（附註13）。本集團將積
極及定期監控其遵守該等契諾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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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並未在中期財務報告撥備的未履行資本承擔

於2019年
6月30日

於2018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訂約 204,903 195,861
已授權但未訂約 273,556 298,467

總計 478,459 494,328

17 重大關聯方交易

主要管理人員酬金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薪金及其他福利 16,494 15,268
界定供款退休計劃 66 77
以股權結算並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開支 3,739 1,030

20,299 16,375

總酬金計入「員工成本」內（見附註6(b)）。

18 報告期後未調整事項

於2019年8月，本集團已悉數償還未償還的三年期貸款及相關利息365,209,000港元。於本
中期財務報告中並無就此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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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以下討論及分析應與本集團的未經審核的中期財務報告一併閱覽。本集團的中期
財務報告乃按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業務與財務回顧

銷售收入

本集團於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收入為人民幣941,036,000元，較上年度
同期的人民幣869,023,000元相比，增長達8.3%。按產品系列分類，腎科系列產
品銷售較去年錄得增長約16.2%，其中尿毒清顆粒仍然是本集團的皇牌產品，維
持在腎病口服現代中成藥市場的領先地位；醫用成像對比劑銷售雖然較去年增加
11.7%，仍然穩佔國內磁共振成像對比劑市場的前列；骨傷系列產品銷售下降約
15.7%；皮膚系列產品銷售略微下降約1.2%；婦幼系列產品銷售增長約14.2%；及
其他藥物銷售增長約2.2%。整體銷售收入的增加主要是由於本集團持續開發產品
市場以調整發展在全國各地的銷售網路所致。

毛利與毛利率

於2019年上半年，本集團的毛利為人民幣687,142,000元，與2018年同期的人民
幣652,040,000元相比，增加5.4%。毛利增加的原因主要是由於銷售增加。於2019
年上半年，本集團的平均毛利率為73.0%，與2018年同期的75.0%相比，減少
2.0%，主要是由於期內原材料價格上漲導致成本上升所致。

其他（虧損）╱收入

於2019年上半年，本集團的其他（虧損）╱收入為淨虧損人民幣875,000元，主要
包括政府資助、利息收入及匯兌虧損。與2018年同期的淨收入人民幣5,802,000元
比較，其他（虧損）╱收入減少的主要原因為期內由於人民幣貶值所產生與一項港
元貸款有關的匯兌虧損及政府補貼及利息收入減少所致。

分銷成本

於2019年上半年，本集團的分銷成本為人民幣274,276,000元，與2018年同期的人
民幣273,538,000元相比略為增加約0.3%，基本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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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

於2019年上半年，本集團的行政開支為人民幣90,550,000元，與2018年同期的人
民幣75,768,000元相比增加約19.5%，主要原因是期內對管理員工授出購股權而需
要按公允值確認了股份支付費用所致。

融資成本

於2019年上半年，本集團的融資成本為人民幣11,519,000元，與2018年同期的人
民幣14,412,000元相比減少約20.1%。主要是因為三年期貸款餘額減少所致。

所得稅

於2019年上半年，本集團的所得稅費用為人民幣49,978,000元，與2018年同期的
人民幣58,797,000元相比，減少15.0%。實質稅率（所得稅開支除以稅前溢利）從
2018年上半年的20.0%，下降3.9%至2019年上半年的16.1%。下降的主要原因為
本集團於期內享受5%股息預扣稅的優惠政策，而減少了預提預扣稅所致。

期內溢利與每股盈利

於2019年上半年的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溢利為人民幣249,470,000元，與2018年
同期的人民幣219,014,000元相比增加13.9%。2019年上半年的每股盈利（基本及
攤薄）分別為人民幣0.2929元及0.2872元，比2018年上半年的人民幣0.2564元及
0.2496元分別增加14.2%及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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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存貨

於2019年6月30日，存貨餘額為人民幣190,101,000元，相比於2018年12月31日的
餘額人民幣210,310,000元減少約9.6%。本集團於2019年上半年的存貨周轉天數為
141.9天，相比2018年度的約163.0天減少21.1天，主要是集團加強對存貨管理，
在產品減少所致。

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於2019年6月30日，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餘額為人民幣947,937,000元，相比
於2018年12月31日的餘額人民幣863,992,000元增加約9.7%。於2019年上半年的
貿易應收款項周轉天數為173.3天，相比2018年度的181.5天減少約8.2天。

貿易應付款項

於2019年6月30日，貿易應付款項餘額為人民幣65,502,000元，相比於2018年12
月31日的餘額人民幣92,755,000元減少約29.4%。於2019年上半年的貿易應付款
項周轉天數56.1天，相比2018年度的64.1天減少8.0天，主要是由於加快處理貿易
應付款項所致。

經營活動現金流

於2019年上半年，本集團的經營活動淨現金流入為人民幣139,848,000元，相比
2018年同期的人民幣392,786,000元減少64.4%，主要是由於本集團期內因應市場
情況給予部份信用良好的戰略合作客戶較長的授信期所致。

現金及銀行結餘及借款

於2019年6月30日，本集團的現金及銀行結餘為人民幣1,421,718,000元，相比
2018年12月31日的餘額人民幣1,269,746,000元增加12.0%。於2019年6月30日，
本集團的銀行借款為人民幣714,160,000元，主要為與股份購回有關之三年期貸款
及日常經營所需之流動貸款。

於2019年8月15日，在貸款人同意下，本公司提早償還與股份購回有關之三年期
貸款融資餘額（包括本金及利息）總金額365,209,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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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務政策

本集團在執行庫務政策上採取審慎的財務管理策略，因而於整段回顧期間內維持
健全的流動資金狀況。本集團不斷評估其客戶的信貸狀況及財務狀況，務求降低
信貸風險。為控制流動資金風險，董事會密切監察本集團的流動資金狀況，確保
本集團的資產、負債及其他承擔的流動結構能應付不時的資金需要。本集團的現
金及現金等值物主要以人民幣及港元計值。

資本負債比率

本集團於2019年6月30日的資本負債比率（總計息借款除以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權
益總額）約為32.0%（2018年12月31日：18.2%）。資本負債比率上升主要是由於期
內獲得日常經營所需之新流動貸款所致。

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交易主要以人民幣及港元計值。大多數資產及負債以人民幣及港元計
值，而以其他貨幣計值的資產及負債並不多。期內本公司為港元借款因人民幣兌
換港元的匯率下降而錄得匯兌虧損，而本集團未來會因匯率波動而繼續面對同類
匯率風險。期內，本集團並無利用任何財務工具對沖外幣風險。

資本結構

於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因應員工行使根據本公司於2013年12月
2日採納的購股權計劃而授予的購股權而發行了合共171,000股普通股。

於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透過聯交所以總代價約51,127,000港元
（約人民幣44,601,000元）購回其自身普通股中的9,948,000股股份。該9,948,000股
本公司購回的股份中，3,212,000股已經於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內被
註銷，1,893,000股已經於2019年7月被註銷，其餘4,843,000股將於適時被註銷。

除上文披露外，於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均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資本承擔

於2019年6月30日，本集團資本承擔為人民幣478,459,000元（2018年12月31日：
人民幣494,32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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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開支

於2019年上半年，本集團資本開支為人民幣121,674,000元（2018年同期：人民幣
45,199,000元）。

僱員資料

於2019年6月30日，本集團合共僱用2,818名僱員（2018年12月31日：2,667名
僱員）。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總員工成本（包括董事薪酬）為人民幣
155,345,000元（2018年同期：人民幣140,581,000元）。僱員薪酬乃參考個人表
現、工作經驗、資歷及當前行業慣例而釐定。

除基本薪金外，亦可視乎本集團的業績及個人表現獲發花紅。其他員工福利包括
香港的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供款及各項退休福利計劃，包括提供退休金、醫療保
險、失業保險及為根據中國規則及規例以及中國現行相關監管規定獲本集團聘用
的僱員而設的其他相關保險。本集團僱員的薪金及福利均處於具競爭力的水平，
僱員的待遇均在本集團就薪酬及花紅制度設定的整體框架內按表現釐定，而該框
架每年進行檢討。本集團亦設有一項由本公司於2013年12月2日採納的購股權計
劃及一項於2014年7月21日採納的股份獎勵計劃，據此，董事及本集團僱員可獲
授予購股權以認購股份及股份獎勵。

本集團對員工的持續教育和培訓計劃有相當的投入，以不斷提升員工的知識、技
能和協作精神。本集團經常根據需要給相關的工作人員提供內部及外部的培訓課
程。

所持重大投資

除於附屬公司的投資外，於2019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於任何其他公司的股本
權益中持有任何重大投資。

有關重大投資及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

本集團目前並無其他有關重大投資及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

資產抵押

於2019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資產抵押（2018年12月31日：無）。

或然負債

於2019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2018年12月31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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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交易

於2019年上半年，本集團並無進行任何會構成上市規則所指的非豁免關連交易。

重大交易

於2019年5月，本集團與廣西華發房地產開發集團有限公司及玉林市順浪置業投
資有限公司訂立主協議及補充協議（「合作開發協議」），內容有關廣西玉林製藥集
團有限責任公司（「玉林製藥」）位於中國廣西省玉林市江南路3號之老廠區之開發
改造項目，以及擬出售廣西玉林雲香置業有限公司（玉林製藥之附屬公司，作為
上述項目之項目公司）之全部股權，總除稅後投資回報為人民幣700,000,000元。
有關合作開發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之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2019年
5月31日及2019年7月12日之公告內。

報告期後的事件

於本公告日期，除了於本公告披露者外，本集團並無任何需要披露的重大期後事
項。

展望

展望未來，將繼續秉承本集團在中國腎病口服現代中成藥市場和醫用成像對比劑
市場的優勢，以及藉助玉林製藥集團在傳統中成藥市場的雄厚基礎，繼續按照
「1+6」產品佈局向各個細分市場進行規模發展。

除了腎病系列繼續堅持穩中求進的策略外，於醫用成像對比劑市場方面，於2019
年7月份獲得了碘帕醇注射液的藥品註冊批件，將儘快推向市場實現銷售，預期
具有良好的市場前景。

玉林製藥在經歷了三年的高速增長後進入了調整期，因應醫藥市場環境，以品牌
加終端為戰略導向，基於過去三年快速增長夯實的基礎，進一步深化「品牌+終
端」行銷轉型，進入轉型的第二個階段，將採取多種措施深耕連鎖藥店和基層醫
療市場，在廣覆蓋的基礎上加速提高單店產出，提升營運效率，預計需要一定時
間的過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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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就玉林製藥老廠區的開發與獨立第三方發展商簽訂了合作開發協議，項目
的合作開發將穩步推進，將為玉林製藥的進一步發展提供穩健的資金來源，並將
為股東帶來可觀回報。

我們的宗旨是在國家宏觀政策的支持下，努力讓更多的患者能夠用到我們的產
品，服務於人類健康，做人類生命健康的使臣。

中期股息

董事會欣然宣佈就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派發每股0.1港元（約每股人民
幣0.09元）之中期股息（「中期股息」）（2018年中期股息：無），總額約人民幣
75,640,000元（2018年中期股息：無）。預計中期股息將於2019年9月17日（星期
二）或前後派付予於2019年9月6日（星期五）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為釐定股東可享中期股息之權利，本公司將於2019年9月4日（星期三）至2019年9
月6日（星期五）（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將不會辦理任
何股份過戶登記。

為符合領取中期股息之資格，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2019年9月3
日（星期二）下午4時30分前交回本公司之證券登記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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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舖。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因應員工行使根據本公司於2013年12月
2日採納的購股權計劃而授予的購股權而發行了合共171,000股普通股。

於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透過聯交所以總代價約51,127,000港元
（約人民幣44,601,000元）購回其自身普通股中的9,948,000股股份。該9,948,000
股購回股份中，3,212,000股股份已經於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被註銷及
1,893,000股股份已經於2019年7月被註銷，其餘4,843,000股股份將於適時被註
銷。

除上文披露外，於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的資本結構並無重大變
化。本公司的資本結構包括普通股及其他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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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配合及遵守企業管治原則及常規之公認標準一直為本公司最優先原則之一。董事
會相信良好的企業管治是引領本公司走向成功及平衡股東、客戶以及僱員之間利
益之因素之一，董事會致力於持續改善該等原則及常規之效率及有效性。

於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採納並遵守了列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四
《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所載之守則條文（「守則條文」）的規定。

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經向所有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本公司確認於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
六個月，所有董事均遵守了標準守則所載有關買賣之規定標準。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於2013年12月2日成立了審核委員會，並已遵照守則條文第C.3.3和C.3.7
段以書面釐定其職權範圍。其職權範圍於2015年12月16日獲修訂及於2016年1月
1日生效，並於本公司及聯交所網站可供查閱。

審核委員會向董事會報告，並定期召開會議以檢討並提出推薦建議以改進本集團
的財務報告程序及內部監控。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是（其中包括）就外聘核數師
的委任、重新委任和解聘向董事會提供推薦建議、審閱財務報表及就財務報告事
宜提供建議和監察本集團的內部監控程序。

於本公告日期，審核委員會由三名成員組成，全部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包括陳玉
君女士（主席）、馮仲實先生，以及蘇元福先生。

本集團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已由審核委員會及本公
司外聘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工作準則
第2410號由公司的獨立核數師執行中期財務資料審閱予以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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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發中期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

本中期業績公告已載於本公司網站 ( w w w . c h i n a c o n s u n . c o m )及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本公司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將於適時送
發予本公司股東並登載於上述網站。

承董事會命
康臣葯業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安郁寶

香港，2019年8月21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安郁寶先生、黎倩女士、朱荃教授及唐
寧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蘇元福先生、馮仲實先生及陳玉君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