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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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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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PC PHARMACEUTICAL GROUP LIMITED
石藥集團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93）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
季度業績

財務摘要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變動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按業務劃分之收入：
成藥 13,387,380 9,911,876 +35.1%
維生素C 1,595,692 1,384,388 +15.3%
抗生素 715,060 863,851 -17.2%
其它 1,062,642 982,428 +8.2%  

收入總額 16,760,774 13,142,543 +27.5%  

毛利 11,887,616 8,569,407 +38.7%

經營溢利 3,522,786 2,849,471 +23.6%

股東應佔溢利 2,811,167 2,267,441 +24.0%

每股基本盈利 人民幣45.15分 人民幣36.32分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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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藥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
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收入 16,760,774 13,142,543
銷售成本 (4,873,158) (4,573,136)  

毛利 11,887,616 8,569,407
其它收入 162,383 112,080
其它收益或虧損 52,327 94,460
銷售及分銷費用 (6,457,985) (4,496,309)
行政費用 (583,461) (499,003)
研發費用 (1,501,552) (915,644)
其它費用 (36,542) (15,520)  

經營溢利 3,522,786 2,849,471
財務費用 (30,190) (50,422)
應佔合營企業之業績 34,530 29,343  

除稅前溢利 3,527,126 2,828,392
所得稅開支 (680,311) (574,263)  

本期間溢利 2,846,815 2,254,129  

應佔本期間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2,811,167 2,267,441
非控股權益 35,648 (13,312)  

2,846,815 2,254,129
  

人民幣分 人民幣分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每股盈利

— 基本 45.15 36.32
  

— 攤薄 45.14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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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它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本期間溢利 2,846,815 2,254,129  

其它全面收益
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按公平值計入其它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投資之公平值收益 81,458 69,114

其後可能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因換算海外經營時而產生之匯兌差額 (9,449) (1,678)  

本期間其它全面收益 72,009 67,436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2,918,824 2,321,565  

應佔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2,883,176 2,334,877
非控股權益 35,648 (13,312)  

2,918,824 2,321,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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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主要會計政策

編製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財務資料所採用之主要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
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報表所依循者一致。

本公司之功能貨幣為人民幣。過往財政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之呈列貨幣為港元。鑑於本集團業務主要位處
中國，且交易主要以人民幣計值，本公司董事認為，自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起以人民幣作為呈列本集團
之財務表現及財務狀況之呈列貨幣更為適當，比較資料已因而重列，以反映呈列貨幣改為人民幣之變
動。

2. 收入及分類資料

向董事會（即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呈報作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類表現之資料着重於所交付
之貨品類別。

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類之可報告分類如下：

(a) 成藥 — 研發、生產及銷售藥品；

(b) 維生素C — 生產及銷售維生素C原料藥產品；

(c) 抗生素 — 生產及銷售抗生素原料藥產品；及

(d) 其它 — 製造及銷售功能食品產品（包括咖啡因添加劑及維生素補充劑）、葡萄糖產品及提供醫療服
務。

維生素補充劑於本期間列入其它分類中之功能食品產品，而其於過往財政年度列入成藥分類。比較資料
已重列以使與本期間呈列方式一致。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來自客戶合約收入，來自製造及銷售產品之收入於客戶取得特定貨物之控
制權的時點予以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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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本集團以經營及可報告分類劃分之收入及業績分析。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未經審核）：

成藥 維生素C 抗生素 其它 分類總計 對銷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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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收入
對外銷售 13,387,380 1,595,692 715,060 1,062,642 16,760,774 — 16,760,774
類別間銷售 — 4,403 73,302 4,348 82,053 (82,053) —        

收入總計 13,387,380 1,600,095 788,362 1,066,990 16,842,827 (82,053) 16,760,774       

分類溢利 2,927,360 357,654 14,954 218,542 3,518,510    

未分配收入 117,187
未分配開支 (112,911) 

經營溢利 3,522,786
財務費用 (30,190)
應佔合營企業之業績 34,530 

除稅前溢利 3,527,126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未經審核）（經重列）：

成藥 維生素C 抗生素 其它 分類總計 對銷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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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收入
對外銷售 9,911,876 1,384,388 863,851 982,428 13,142,543 — 13,142,543
類別間銷售 — 34,072 60,242 3,642 97,956 (97,956) —        

收入總計 9,911,876 1,418,460 924,093 986,070 13,240,499 (97,956) 13,142,543       

分類溢利 2,078,174 516,816 31,965 210,694 2,837,649    

未分配收入 127,712
未分配開支 (115,890) 

經營溢利 2,849,471
財務費用 (50,422)
應佔合營企業之業績 29,343 

除稅前溢利 2,828,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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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溢利指各分類所賺取溢利，惟並無分配利息收入、結構性銀行存款之公平值收益、財務費用、中央
行政費用及應佔合營企業之業績。此為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向主要經營決策者匯報之計量基準。

類別間銷售乃按現行市場價格計算。

分類資產及負債並無定期提供予主要經營決策者審閱。

3. 除稅前溢利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

其它無形資產攤銷 14,613 12,734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 11,574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435,825 425,106
使用權資產折舊 61,825 —  

折舊及攤銷總額 512,263 449,414  

結構性銀行存款之公平值收益（計入其它收益或虧損） (66,194) (79,685)
政府資助金收入 (95,014) (22,595)
銀行結存之利息收入 (50,993) (29,958)
匯兌收益淨額 (16,196) (27,282)  

附註：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與簡明綜合損益及其它全面收益
表所示之銷售成本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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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盈利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盈利 2,811,167 2,267,441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226,615 6,243,018

具攤薄效應之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股份獎勵計劃項下之未歸屬股份 434 不適用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227,049 不適用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已根據股份獎勵計劃
就受託人所持股份之效應調整。

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並無已發行潛在普通股，故並無呈列該期間之每股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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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業績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集團錄得收入人民幣167.61億元，同比增加
27.5%；股東應佔溢利人民幣28.11億元，同比增加24.0%；及每股基本盈利人民幣45.15分。

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不宣派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中期股息。

成藥業務

於回顧期，成藥業務維持強勁增長，銷售收入達到人民幣133.87億元，同比增加35.1%。
其中創新藥產品（包括恩必普（丁苯酞軟膠囊及注射液）、多美素（鹽酸多柔比星脂質體注射
液）、津優力（聚乙二醇化重組人粒細胞刺激因子注射液）、克艾力（注射用紫杉醇（白蛋白結
合型））、艾利能（欖香烯注射液）、諾利寧（甲磺酸伊馬替尼片）、歐來寧（奧拉西坦膠囊及凍
乾粉針）及玄寧（馬來酸左旋氨氯地平片））的銷售收入為人民幣95.25億元，同比增加51.9%；
普藥產品的銷售收入為人民幣38.62億元，同比增加6.0%。

期內，恩必普維持快速增長，銷售收入增加35.7%。恩必普並於期內列入《中國腦卒中合理
用藥指導規範》、《中國腦血管病臨床管理指南》及《腦小血管病相關認知功能障礙中國診療指
南》，累計已獲得 14個指南及專家共識的推薦，充分肯定恩必普治療急性缺血性腦卒中的臨
床效果。得益於醫院覆蓋面的持續擴大及學術推廣的累積成果，多美素及津優力的增長繼續
提速，期內的銷售收入分別增加118.1%及129.5%。克艾力於去年三月上市後，獲得醫生及
患者的高度認可，銷售快速上量，期內的銷售收入增長達到590.4%，本集團會致力將克艾力
打造為另一個重磅級產品。期內，抗腫瘤產品組合的銷售增長達到170.7%，成為本集團的新
興增長動力，亦使得整體收入構成更加均衡。

於9月舉行的「4+7」集中採購全國擴圍招標，本集團的氯吡格雷片成功中標，取得約39%的
承諾採購量，保證了該產品未來幾年的銷售收入。目前本集團已通過仿製藥質量及療效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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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評價的產品有16個，憑籍生產成本及自產原料的優勢，集中採購的推進將會為本集團帶來
快速佔領市場的機會。

原料藥業務

本集團於期內加大維生素C產品的銷售力度，搶佔市場份額，銷售收入增加15.3%至人民幣
15.96億元。抗生素產品的市場環境仍然疲弱，本期錄得銷售收入人民幣7.15億元，同比減
少17.2%。

其它業務

其它業務（包括咖啡因添加劑及維生素C補充劑）於期內保持穩定增長。

研發

本集團堅信投放資源於研發的重要性，以使本集團能有強大的產品及工藝創新能力，以及豐
富的在研產品管線。期內研發費用達到人民幣15.02億元（計入損益表中），同比增加64.0%，
約佔成藥業務收入的11.2%。目前在研項目有300餘個，其中小分子創新藥40餘個、大分子
創新藥50餘個及新型製劑藥品20餘個，主要聚焦在腫瘤、自身免疫、精神神經、消化和代
謝、心腦血管系統及抗感染的治療領域。

本集團從本年初至近期主要的研發進展如下：

1. 5個藥品取得中國的藥品註冊批准：硫酸氫氯吡格雷片、替格瑞洛片、注射用穀胱甘
肽、鹽酸二甲雙胍緩釋片及鹽酸決奈達隆片；

2. 1個生殖泌尿系統疾病藥品取得美國仿製藥 (ANDA)的暫時批准：琥珀酸索利那新片；

3. 10個藥品通過仿製藥一致性評價：鹽酸雷尼替丁膠囊、頭孢羥氨苄片、硫酸氫氯吡格雷
片（視同通過）、替格瑞洛片（視同通過）、鹽酸二甲雙胍緩釋片（視同通過）、頭孢呋辛酯
片、布洛芬顆粒、頭孢氨苄膠囊、鹽酸克林黴素膠囊及馬來酸依那普利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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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4個在研新藥取得臨床批件（11個在中國、2個在美國、1個在澳大利亞）：抗腫瘤品種
10個、神經系統疾病品種2個、代謝系統疾病品種1個、抗血栓形成藥物1個；

5. 18個小分子在研新藥正在進行臨床試驗（17個在中國、1個在美國）：抗腫瘤品種7個、
神經系統疾病品種5個、代謝系統疾病品種2個、呼吸系統疾病品種2個、抗血栓形成藥
物1個、抗感染品種1個；

6. 10個大分子在研新藥正在進行臨床試驗（9個在中國、1個在澳大利亞）：抗腫瘤品種7
個、代謝系統疾病品種1個、呼吸系統疾病品種1個、神經系統疾病品種1個；

7. 8個在研新型製劑藥品正在進行臨床試驗（7個在中國、1個在美國）：抗腫瘤品種6個、
抗感染品種1個、心血管系統疾病品種1個；

8. 19個藥品正在進行生物等效試驗：抗感染品種6個、神經系統疾病品種3個、抗腫瘤品
種2個、代謝系統疾病品種2個、心血管疾病品種2個、消化系統病品種1個、抗血栓形
成藥物1個、其它疾病品種2個；

9. 26個藥品待批中國藥品註冊申請：神經系統疾病品種5個、抗感染品種4個、抗腫瘤品
種3個、代謝系統疾病品種3個、呼吸系統疾病品種3個、心血管疾病品種2個、消化系
統疾病品種1個、抗血栓形成藥物1個、其它疾病品種4個；

10. 1個心血管系統疾病藥品待批美國新藥申請 (NDA)；

11. 7個藥品待批美國仿製藥申請 (ANDA)：神經系統疾病品種4個、抗腫瘤品種1個、消化
系統疾病品種1個、心血管系統疾病品種1個；及

12. 在研大分子新藥ALMB-0168取得美國FDA頒發的孤兒藥資格認定及罕見兒童疾病資格
認定。

除內部的研發投入外，本集團亦積極對外尋找合作及收購的機會。期內，1)與杭州英創醫藥
科技有限公司簽訂關於5個小分子化合物的授權協議；2)收購永順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全部權
益，獲得其抗體研發平台及管線品種；3)與上海藥物研究所簽訂關於4個小分子化合物的授
權協議；4)與上海海和藥物研究開發有限公司成立合資公司，共同開發5個新藥項目；及5)
與興盟生物醫藥（蘇州）有限公司簽訂關於奧馬珠單抗生物類似藥的授權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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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亦非常重視知識產權的保護，積極為各研發項目申報各種專利。期內，本集團申請國
內專利39件，獲授權26件；申請國外專利5件，獲授權6件。

業績審閱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財務資料乃根據本集團之內部記錄及管理賬目而編
製，並未經本公司外聘核數師審閱或審核。

承董事會命
石藥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蔡東晨

香港，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蔡東晨先生、張翠龍先生、王振國先生、潘衛東先
生、王懷玉先生、盧華博士、李春雷博士、王慶喜博士及翟健文先生；非執行董事李嘉士先
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兆强先生、王波先生、盧毓琳教授、于金明博士及陳川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