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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049）

吉林省輝南長龍生化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Jilin Province Huinan Changlong Bio-pharmacy Company Limited

中期業績公告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的特色

GEM的定位乃為相比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可能帶有較高投資風險的中小
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有意投資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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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一般為中小型公司，在GEM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所
主板買賣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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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告
全部或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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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吉林省輝南長龍生化藥業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董事」）願共同及個別
對此負全責）乃遵照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的規定而提供有關吉
林省輝南長龍生化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的資料。董事經
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1)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
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成份；(2)並無遺漏任何事實致使本公告所載任何
聲明產生誤導；及 (3)本公告內表達的一切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方作出，並
以公平合理的基準和假設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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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吉林省輝南長龍生化藥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三個月的未經審
核綜合財務報表，連同二零二零年同期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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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額 3 301,326 285,644 152,607 155,692

銷售成本 (62,218) (42,370) (38,863) (23,798)    

毛利 239,108 243,274 113,744 131,894

其他收入 3 7,971 22,091 1,465 4,909

分銷及銷售成本 (132,494) (126,178) (63,764) (24,792)

行政開支 (51,891) (77,343) (12,476) (67,131)    

經營溢利 5 62,694 61,844 38,969 44,880

財務費用 (191) (677) (75) (24)    

稅前溢利 62,503 61,167 38,894 44,856

稅項 6 (13,526) (9,481) (10,025) (7,040)     

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 48,977 51,686 28,869 37,816
    

每股盈利
－基本 7 8.74分 9.23分 5.15分 6.75分

    

股息 8 – – – –
    

附註： 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二一年每股盈利分別按560,250,000股股份及560,250,000股股份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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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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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不記名生物資產 9 14,905 14,905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167,745 169,969
使用權資產 11 37,408 37,408
在建工程 12 138,976 124,305
無形資產 13 – –
以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 17 730,000 648,519
遞延稅項資產 1,510 1,510

    

非流動資產總額 1,090,544 996,616    

流動資產

存貨 14 112,095 55,000
應收貿易賬款 15 232,513 206,374
合約資產 45,755 45,755
其他應收賬款、訂金及預付款項 210,672 257,823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154,000 60,417
以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 17 30,000 156,501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8,764 26,017   

流動資產總額 803,799 807,887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6 90,101 42,628
合約負債 7,564 7,564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81,433 287,842
遞延收入 707 989
應付所得稅 27,310 26,642
其他應付稅項 21,388 25,892
政府機關貸款 400 400
應付股息 23,319 23,478

   

流動負債總額 452,222 415,435  

流動資產淨值 351,577 392,45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442,121 1,389,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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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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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動負債

政府機關貸款 – –
遞延收入 43,193 43,193
遞延稅項負債 4,469 393

  

47,662 43,586   

資產淨值 1,394,459 1,345,482
  

權益：
股本 18 56,025 56,025
儲備 1,338,434 1,289,457

  

總權益 1,394,459 1,345,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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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國法定基金

股本 股份溢價

法定盈餘

儲備 保留溢利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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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56,025 51,098 33,242 1,098,168 1,238,533

截至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純利（未經審核） – – – 51,686 51,686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56,025 51,098 33,242 1,149,854 1,290,219     

截至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純利（未經審核） – – – 74,872 74,872

支付股息 – – – (19,609) (19,609)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結餘
（經審核） 56,025 51,098 33,242 1,205,217 1,345,482      

截至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純利（未經審核） – – – 48,977 48,977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56,025 51,098 33,242 1,254,194 1,394,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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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賬目附註：

1. 組織及營運

本公司於一九八九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成立為一間國有企業。一九九五年十二
月二十九日，根據中國公司法有關條文，本公司由一間國有企業重組為一間有限責任公
司。其後於一九九六年八月十六日，經吉林省經濟改革委員會的批准，本公司再改組為
一間股份制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日透過將保留溢利資本化按每兩股
現有股份送一股紅股比例作出紅股發行。本公司H股於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四日在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上市。

本集團主要從事在中國以長龍及神迪品牌生產及經銷生化藥物。

2. 財務報表編製基準

本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所有適用的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此統稱包括所有適用的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其詮釋）、香港普遍採納的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
例之披露規定。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並已就按公平值計算的財務工具的
重估予以修訂。

編製回顧期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採納的會計政策與本公司二零二零年年報所依
循的會計政策一致。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未經審核，並已由本公司審
核委員會審閱。

3. 營業額及收益

本集團營業額乃指售出商品發票值減增值稅及經扣除退貨準備及折扣後的金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藥物銷售 301,326 285,644 152,607 155,692

其他收益

其他收入 7,971 22,091 1,465 4,909      

年度總營業額 309,297 307,735 1,527,472 16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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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類資料

本集團只有一種業務分類，為在中國生產及分銷中藥及醫藥產品。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營業額全部來自中國境內的銷售及本集團的所有可識辨資產均
位於中國。因此，期內並無編製地區分類分析。

5. 經營溢利

本集團的經營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折舊 11,441 10,114 5,720 5,057

無形資產攤銷 – – – –
    

6. 稅項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表內之稅項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所得稅 13,526 9,481 10,025 7,040
    

中國所得稅是根據中國相關法律及法規計算。適用所得稅率為15%（二零二零年：15%）。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三個月，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未提撥遞延稅項
（二零二零年：無）。

7. 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三個月的每股基本盈利乃分別按截至二零二零
年六月三十日止兩段期間的未經審核股東應佔溢利分別約人民幣 48,977,000元及人民幣
28,869,000元（二零二零年：人民幣 51,686,000元及人民幣37,816,000元）及已發行股份加權平
均數分別560,250,000股及560,250,000股（二零二零年：560,250,000股及560,250,000股）計算。

於有關期間內概無任何潛在攤薄股份，因此並無每股攤薄盈利。

8.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派付中期股息（二零二零年：
無）。

於二零二一年八月五日，董事會建議就以前財政年度派發每股人民幣2.75分（含稅）的特別
股息，總額為人民幣15,406,875元。該建議股息的派發須待股東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三
日的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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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不記名生物資產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參 14,905 14,905
  

10. 物業、廠房及設備

本集團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變動：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初╱年初賬面淨值 169,969 145,242

增添及出售及在建工程轉入 9,217 37,846

折舊及出售撥回 (11,441) (13,119)  

期終╱年終賬面淨值 167,745 169,969
  

11. 使用權資產

期內╱年內本集團之使用權資產賬面值及變動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初╱年初賬面淨值 37,408 38,340
折舊開支 – (932)  

期終╱年終賬面淨值 37,408 37,408
  

12. 在建工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初╱年初賬面淨值 124,305 74,061
增添 14,671 59,012
轉撥 – (8,768)  

期終╱年終賬面淨值 138,976 124,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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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無形資產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成本：
於一月一日 68,135 68,135
增添及出售 – –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68,135 68,135  

累計攤銷及減值虧損
於一月一日 68,135 68,135
本期╱本年度減值 – –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  

賬面淨值：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

  

所有技術及藥方皆以現金向獨立第三方收購。

14. 存貨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存貨包括：

按成本值：
原材料 72,213 33,627

在製品 32,431 12,863

製成品 31,011 8,630  

135,655 55,120  

減：廢棄及滯銷存貨撥備 (23,560) (120)  

112,095 55,000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以可變現淨值列賬的存貨約為人民幣112,095,000元（二零二零
年：人民幣55,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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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應收貿易賬款

應收貿易賬款乃按成本值減呆賬撥備列賬。呆賬撥備乃按董事對客戶的認知、客戶的信
譽及結賬歷史，以及未償還貿易賬款賬齡而作出。

於結算日應收貿易賬款減應收貿易賬款減值撥備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 86,815 77,055

31–90日 54,948 48,771

91–180日 45,653 40,521

超過180日 45,097 40,027  

232,513 206,374
  

董事認為，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面值約相當於其公平值。

16. 應付貿易賬款

於結算日應付貿易賬款的賬齡方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 28,608 13,535

31–90日 9,309 4,404

超過90日 52,184 24,689  

90,101 42,628
  

貿易應付款項主要指貿易採購之未償還款項。董事認為，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面值約相當
於其公平值。

17. 以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原到期日大於三個月及少於一年的定期存款 30,000 156,501

原到期日大於一年的定期存款 730,000 648,519  

760,000 805,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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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股本

股數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股數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每股面值人民幣0.10元的內資股 387,750,000 38,775 387,750,000 38,775

每股面值人民幣0.10元的H股 172,500,000 17,250 172,500,000 17,250    

560,250,000 56,025 560,250,000 56,025
    

19. 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就以下事項已定約但未作撥備的資本承擔為：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購無形資產 1,750 1,750

購入物業、廠房及設備 3,554 3,554  

5,304 5,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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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股息

獲發特別股息之權利

董事會建議就以前財政年度派發特別股息每股人民幣2.75分（含稅）。受限於股
東於即將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批准派息建議，股息之附權日及除權日將分別
為二零二一年十月十二日及二零二一年十月十三日。本公司將於二零二一年
十月十六日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二日止期間（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
過戶登記手續，以確認獲發股息之權利。所有填妥之H股過戶表格連同有關之
股票，必須於二零二一年十月十五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交回香港H股股份過戶
登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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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2–16室進行登記。

經營業績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人民幣301,326,000

元，較二零二零年同期的人民幣 285,644,000元增加5.5%。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股東應佔溢利人民幣 48,977,000元，較二零二零年同期人民
幣51,686,000元減少人民幣 2,709,000元。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邊際毛利率約 79.4%，較截至二零二零
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85.3%有5.9%之減少。董事會相信，生產及材料成本並無
發生重大波動。

於二零二一年，銷售開支佔營業額之百分比為43%，較去年同期之44%有所減
少。一般及行政開支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人民幣77,343,000

元減少至二零二一年同期之人民幣 51,891,000元。

業務回顧

生產設施

本年公司對前處理提取一車間、固體製劑三車間進行廠房、地面等方面升級改
造，購置新型設備，提高了生產能力，滿足了市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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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新建了小容量注射劑二車間、小容量注射劑三車間、口服液車間、原料藥
二車間，用於仿製藥的研發及生產，預計研發品種 16個。公司產品目錄不斷豐
富，提高了公司的研發能力和市場競爭力。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本集團於期內一直維持穩健的財政狀況。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本集團的主要資金來源為經營業務產生的現金。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
日，本集團的現金及銀行結存約為人民幣18,764,000元，而綜合資產淨值約為人
民幣1,394,459,000元。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主要產生的收入及開支均以港
元及人民幣為單位。董事認為外滙風險對本集團的影響極微。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資本負債比率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短期銀行借貸為人民幣零元（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零元），資本負債比率約為 0%。計算資本負債比率乃以二零二一年六月
三十日之短期銀行貸款及股東權益為基準計算。

資本承擔

本公司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的資本承擔詳情載於財務報表附註19。

資本結構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的股本並無變動。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業務主要由股東股本提供資金。本集團將繼續維持其現
有財資政策，將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存作計息存款，並以內部資源為
業務提供資金。

未來前景

本集團營業額較去年同期有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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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謹藉此機會衷心感謝管理層及員工為本集團全心全意服務及作出貢獻，
同時亦感謝業務夥伴及股東不斷之支持。董事將致力開發潛在商機，促使業務
增長，為未來同創佳績。

董事於股份的權益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任
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貸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
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列入該條所述登記冊的權
益及短倉，或根據GEM上市規則第 5.46至5.67條所指董事進行買賣最低標準而
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短倉如下：

於股份的長倉

董事 權益類別 身份 內資股數目

佔內資股

百分比

佔

總註冊股本

的百分比

張弘先生 個人 實益擁有人 101,937,000 26.29% 18.19%

張曉光先生 個人 實益擁有人 42,315,000 10.91% 7.55%

徐向夫先生 個人 實益擁有人 5,227,000 1.348% 0.933%

吳國文先生 個人 實益擁有人 900,000 0.232% 0.161%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概無本公司董事、監事及主要
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
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列入該條所述登記冊的
權益或短倉，或根據GEM上市規則第 5.46至5.67條所指董事進行買賣最低標準
而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短倉。

董事購入股份的權利

除上文「董事於股份的權益」一段所披露者外，期內各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或
彼等各自的配偶或十八歲以下子女概無獲授或行使任何透過購入本公司股份
或債券而獲取利益之權利；而本公司、其控股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亦無訂立
任何安排，讓董事、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可於任何其他法團獲取該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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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須予披露的權益及主要股東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按照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置存的股
東名冊顯示，以下人士（本公司董事、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股份
及相關股份中持有權益及短倉。

於股份的長倉

股東名稱 身份╱權益性質 內資股數目

佔內資股

百分比

佔

總註冊股本

的百分比

輝南縣財源投資 

有限責任公司 

（附註）

實益擁有人 81,975,000 21.14% 14.63%

附註： 除卻佔本公司的股本權益外，輝南縣財源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並無直接或間接擁有本
公司的任何權益，包括委派代表加入董事會。

除上述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置
存之股東名冊所示，董事並不知悉任何其他人士（本公司董事、監事及主要行
政人員除外）擁有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及短倉。

於H股的長倉

股東名稱 身份 H股數目
佔H股
百分比

佔

總註冊股本

的百分比

陳京偉 實益擁有人 29,520,000 17.11% 5.269%

沈茜珍 實益擁有人 13,996,000 8.11% 2.498%

競爭權益

回顧期內，本公司各董事、管理層股東、高持股量股東或主要股東（定義見GEM

上市規則）概無於對本集團業務構成或可能構成競爭的業務中擁有任何權益。



– 16 –

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已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
交易的操守守則，在條款上並不遜於GEM上市規則第 5.48條至第 5.67條所規定
之買賣標準。本公司亦已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方
面本公司並不知悉有任何不遵守所規定之買賣標準及其操守守則的情況。

董事會常規及程序

本公司於回顧期間未有全面遵守GEM上市規則第5.34條就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有關董事會常規及程序的規定。與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
載之守則條文的主要差異如下：

根據守則條文A.2.1條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角色應各自獨立，不應由同一人
擔任。張弘先生現同時擔任本公司之主席及行政總裁。董事會認為，此情況並
未影響其問責及作出獨立決定，原因如下：

－ 審核委員會全由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 獨立董事可於認為有需要時可隨時直接尋求本公司外聘核數師意見及獨
立專業意見。

主席張弘先生現為本公司主要股東且具有豐富的業內經驗。彼致力為推動本
集團之增長及盈利能力作出貢獻。董事會認為，擁有一位執行主席乃合符本集
團之最佳利益，因為董事會可藉此受惠，獲得一位對本集團業務具深厚認識，
並有能力就業務有關事宜及發展適時引導董事會作出討論和向董事會進行簡
報，以促進董事會與管理層之間的公開交流。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四日成立審核委員會（「委員會」），並遵照GEM上
市規則第5.28及5.29條之規定，訂立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
行董事高永才、高其品及田傑組成，高永才為審核委員會主任委員。委員會之
主要職責是審核及監督本集團之財務程序及內部監控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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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已與管理層檢討本集團採納之會計準則及慣例，並商討有關內部監控
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未經
審核業績。

僱員及報酬政策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職職工951名並聘用若干臨時銷售人員（二
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856名）。報酬乃參考市況以及個別員工之表現、資歷及
經驗而定。支付予僱員酌情花紅乃根據個別僱員表現而釐訂，以表揚及回報其
貢獻，其他福利包括向退休計劃及醫療計劃之供款。

購買、贖回或出售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概無購回、出
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任何上市股份。

承董事會命
吉林省輝南長龍生化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張弘

中國，吉林
二零二一年八月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6名執行董事張弘、張曉光、趙寶剛、吳
國文、張翼及徐向夫及3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高永才、高其品及田傑。

本公告將於其刊登日期起一連七日在GEM網頁 http://www.hkgem.com「最新公司
公告」中刊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