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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言

本集團之業務宗旨乃藉著改良現有中藥產品及加強研究及開發天然中藥材，將

現代化中藥應用推及國際主流醫藥市場。本集團主要從事市場推廣及經銷之業務，並

研發本集團品牌「龍發製藥」下之中成藥。目前，本集團已以本集團品牌「龍發製藥」

推廣兩項產品，分別為排毒美顏寶及補氣養血寶。

排毒美顏寶乃本集團旗艦產品，自一九九九年一月在香港推出。該產品乃發展

自中醫排毒理論，以中藥成分製成，有助排出及清除積聚於人體內廢物及毒素，以保

持健康及達致整體平衡。補氣養血寶乃本集團於二零零二年五月在香港推出之全新

產品。

經多年觀察現代化中藥巿場之發展後，焦先生認識到以排毒理論為基礎之中藥

產品之潛在需求。一九九六年，焦先生開始開發本集團旗艦產品排毒美顏寶。由焦先

生率領，成員包括三名中國醫藥專家之研發隊伍展開本集團旗艦產品排毒美顏寶之

研發工作，並於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左右開發排毒美顏寶藥方。為讓本集團產品組合多

元化及進一步提升本集團之新產品開發能力，本集團與獨立第三方雲南省中醫中藥

研究所於一九九九年七月訂立研發協議，開發三項新產品，即補氣養血寶、活血降脂

寶及填精生力寶。董事認為與雲南省中醫中藥研究所合作不僅有助本集團掌握開發

中藥藥方之最新研發技術，亦有助本集團了解中藥業之最新發展。補氣養血寶藥方於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完成開發，其後於二零零二年五月推出香港市場。補氣養血寶乃專

為女性而開發，具有加快病後復原、調理肝腎功能、養血、紓緩腰腹部疼痛以及改善

四肢冰冷之性質及功效。本集團旨在於二零零二年年底將現正開發之其他兩項新產

品推向市場。目前，本集團中成藥產品之生產乃外判予位於中國西南部雲南省之兩家

醫藥製造商盤龍雲海及天紫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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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本集團營業總額分別約為

93,500,000港元、59,900,000港元及81,500,000港元，全部歸功於銷售排毒美顏寶，本集

團主要透過(1)位於香港之特約大型連鎖藥房、保健商店、超級市場、百貨店及化鞽品

店、及 (2)出口往東南亞及其他亞洲地區（包括馬來西亞、台灣及日本）銷售排毒美顏

寶。董事相信本集團大部分香港客戶均為知名並具規模之分銷商。截至二零零二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透過本集團在香港之特約分銷商及其直接銷售，以及本集團之海

外分銷商之銷售分別約為60,000,000港元及21,500,000港元，分別佔本集團營業總額

約73.7%及26.3%。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本集團於香港市場之銷

售額分別佔本集團銷售總額約98.0%、76.2%及73.7%。董事相信，憑藉已確立之本集

團品牌「龍發製藥」、經驗豐富之管理隊伍、雄厚之市場推廣實力及務實之分銷渠道

管理，本集團較其他競爭對手更具優勢。

本集團之主要優勢

董事相信本集團之成功歸功於以下各主要因素：

‧ 本集團之管理層隊伍在中成藥研發及推廣方面擁有經驗及專長；

‧ 本集團之商譽及其屢獲獎項及殊榮之已確立品牌「龍發製藥」。利用本集

團之品牌，大大提升本地及海外客戶對本集團產品之認知及認同程度；

‧ 本集團對香港、東南亞及其他亞洲地區中成藥產品經銷網絡渠道管理務

實；

‧ 本集團實施統一零售價格策略，避免經銷商之間之不良競爭；

‧ 本集團將其製造工序以合理成本外判予中國之高質素製造商之政策；

‧ 本集團與研究人員及其他醫療或學術機構合作及聘請彼等研發新產品之

政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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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鑒於合成藥物具有副作用，天然藥物因而在已發展國家愈益盛行，但本集

團產品以天然中藥材及藥物原料製造，故本集團已準備就緒，進軍各個天

然藥物市場。

歷史及發展

龍發製藥乃本集團之主要經營附屬公司及於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在香港

註冊成立為一家有限公司，其法定股本為100,000港元，分為100,000股股份。於註冊成

立後，焦先生、曾立品先生（焦先生之受託人）及韓進祿先生分別認購龍發製藥之認

購人股份33,800股、33,100股及33,100股。因此，龍發製藥分別由焦先生、曾立品先生

（焦先生之受託人）及韓進祿先生持有33.8%、33.1%及33.1%之權益。韓進祿先生為葉

女士之丈夫。

龍發製藥創立之主要目的乃為在香港以本集團品牌「龍發製藥」之名義銷售及

推廣排毒美顏寶。本集團之旗艦產品排毒美顏寶由焦先生與一隊中國醫藥專家共同

開發。經過多年研究及觀察傳統中藥市場後，焦先生於一九九六年確認現代化中藥在

華人社會極具發展潛力，尤其是以中醫排毒理論為本之現代化中藥產品更具有極大

之發展潛力。因此，焦先生以其個人身份與三名中國醫藥專家訂立研發協議，以中醫

排毒理論為基礎，開發新產品排毒美顏寶。三名醫藥專家均來自中國醫療及學術機構，

並以個人身份參與此項目。在焦先生之領導及督導下，研究隊伍按中醫排毒理論開發

排毒美顏寶之藥方，並於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完成複合處方。製成藥方後，焦先生為大

量生產排毒美顏寶繼續獨自尋找適當之生產技術。於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二日，焦先

生以代價1.00港元將與生產排毒美顏寶有關之所有知識產權、技術及秘方轉讓予龍

發製藥。

由於龍發製藥在香港委聘具有專業生產技術及能夠提供合理價格生產排毒美

顏寶之製藥商方面遇到困難，龍發製藥於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委託中國一家大型製藥

企業盤龍雲海進行排毒美顏寶之試行性生產。於一九九九年一月，排毒美顏寶以本集

團品牌「龍發製藥」透過不同分銷商，包括具規模之連鎖藥房、百貨公司、個別藥房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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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商店在香港市場上銷售。為確立龍發製藥與盤龍雲海之關係，雙方於一九九九年

二月訂立一份於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屆滿之製造協議生產排毒美顏寶，而雙方

於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二日訂立一份為期三年於二零零五年八月二十一日方屆滿之

新製造協議。倘雙方並無於三年期屆滿前三個月內發出終止通知，該協議將可延長至

另一年。鑒於要為其客戶提供售後服務並維持彼此間之溝通渠道，龍發製藥於一九九

八年十一月成立國際排毒養生協會。國際排毒養生協會已創辦一份本地報章《香港

健康報》，務求為香港普羅大眾提供有關中醫藥之最新發展之資料及健康常識。來自

《香港健康報》之廣告收入微不足道。

自以本集團品牌「龍發製藥」之名義將排毒美顏寶推出市場以來，排毒美顏寶

之知名度迅速提高，仿冒產品亦開始在市場上湧現。為了讓本集團客戶在香港市場上

辨別排毒美顏寶之正貨與仿冒產品，龍發製藥於二零零零年二月決定終止透過個別

藥房分銷並將分銷渠道收窄至僅包括著名之大型連鎖店及百貨公司。儘管龍發製藥

於截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銷售收益因重新集中管理分銷渠道而

下跌，惟證明此舉對規管競爭市場環境乃屬必要。透過加強管制分銷渠道，龍發製藥

不僅解決仿冒產品所造成之負面影響，亦可藉此推行統一零售定價政策，從而避免各

分銷商間產生任何不良割價競爭。

為擴大龍發製藥之產品種類，龍發製藥與雲南省中醫中藥研究所於一九九九年

七月訂立研發協議，以開發三項新產品，包括補氣養血寶、活血降脂寶及填精生力寶。

於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龍發製藥成功將 標誌註冊為香港商標。

於二零零零年十一月，龍發製藥與獨立第三方東方資金有限公司就於馬來西亞、

新加坡、泰國及印尼以本集團品牌「龍發製藥」之名義分銷龍發製藥產品排毒美顏寶

之獨家權利訂立為期三年（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十八日至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

之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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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二年三月，龍發製藥與獨立第三方愛力集團有限公司就於台灣以本集

團品牌「龍發製藥」之名義分銷龍發製藥之排毒美顏寶之獨家權利訂立為期一年（二

零零二年三月二十一日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日）之協議。

於二零零零年十一月，補氣養血寶之藥方完成開發。龍發製藥與天紫紅於二零

零一年十二月訂立一份製造協議，將補氣養血寶外判予天紫紅生產，其後於二零零二

年五月以本集團品牌「龍發製藥」之名義將補氣養血寶推出香港市場。

於二零零一年二月，韓進祿先生（葉女士之丈夫）將16,219股龍發製藥股份之實

益權益送贈予葉女士。

於二零零二年二月，韓進祿先生決定退休並以代價15,299,999.99港元將彼持有

之16,881股龍發製藥股份售予焦先生，代價乃以龍發製藥當時之資產淨值加額外酬

金之基準經公平磋商釐定並以現金支付。於重組前，龍發製藥由焦先生擁有83.781%

權益及由葉女士擁有16.219%權益。

於二零零二年四月，東方中藥（一家於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其股份

分別由焦先生擁有83.781%權益及由葉女士擁有16.219%權益）收購龍發製藥（維爾

京）有限公司。

於二零零二年五月，焦先生及葉女士於香港成立國際健康協會（香港）有限公

司及香港健康報有限公司，焦先生及葉女士分別持有其83.781%股權及16.219%股權。

於二零零二年八月，龍發製藥（維爾京）有限公司收購國際健康協會（香港）有

限公司及香港健康報有限公司，以分別營辦保健協會與提供保健諮詢服務及出版香

港健康報。國際排毒養生協會擬於上市後不久透過龍發製藥將其會籍轉至國際健康

協會（香港）有限公司旗下新成立之保健協會。此外，透過龍發製藥，《香港健康報》

將交由香港健康報有限公司營辦。

為籌備股份於聯交所上市，本集團進行重組，據此，本公司成為本集團之控股公

司。重組之詳情載於本招股章程附錄四「公司重組」及「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股本

變動」段落。



– 54 –

業 務

公司架構

下圖列載本公司緊隨股份發售完成後（惟未計及因行使購股權計劃授出之購股
權而予以發行之任何股份）之股權及公司架構（包括其主要附屬公司）：

83.781% 16.219%

75% 25%

100%

100%

100%

100%

焦先生 葉女士

東方中藥

（於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

投資控股

公眾股東

本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

　

投資控股

龍發製藥維爾京有限公司
（於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

投資控股

香港健康報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

出版健康報

國際健康協會（香港）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

營運保健協會及

提供保健諮詢服務

龍發製藥

（於香港註冊成立）

中成藥之市場推廣及分銷

市場

董事認為現代社會之環境及生態污染問題越來越嚴重，外界污染及積聚於人體

內之毒素可能會損害各個人體器官，引致各種健康問題。故此，本集團之中成藥產品

旨在解決該等普羅大眾所遇到之常見身體健康問題及症狀，例如痤瘡、便秘、口臭、

胃腸氣脹及過重。本集團之品牌「龍發製藥」之旗艦產品排毒美顏寶之功能為加快從

人體不同渠道排泄毒素及廢物，從而調理身體之新陳代謝及內分泌水平，並透過排出

長期積聚體內之排泄物及毒素之機制有助減少多餘脂肪。

憑藉於香港、東南亞及其他亞洲地區之成功宣傳推廣及經銷策略，董事預期本

集團產品之全球需求量趨升，並正考慮加強現有之推廣及宣傳策略，冀能爭取更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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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東南亞及其他亞洲地區市場份額，以及將其宣傳推廣及經銷網絡擴展至歐洲及

美國市場。

此外，本集團又計劃開發更多種類之中成藥產品，將產品組合多元化。董事相信，

隨着全球公眾保健意識日益增強，人們將繼續尋求各種方法，以保持強壯健康體魄、

美好外貌和充沛活力，因此中成藥產品需求量與日俱增。

產品

下文載述本集團之兩項產品，分別為排毒美顏寶及補氣養血寶。本集團目前乃

透過本集團之分銷網絡（主要包括香港之大型連鎖藥房、保健商店、超級市場、百貨

公司及化鞽品店及本集團之海外分銷商）以「龍發製藥」之品牌名稱推銷及售賣排毒

美顏寶，而本集團目前乃透過本集團位於香港之分銷網絡以本集團品牌「龍發製藥」

之名推銷及售賣補氣養血寶。此外，本集團現已研發兩項新產品，分別為活血降脂寶

及填精生力寶。本集團產品處方之知識產權全部由本集團百分百實益擁有。

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本集團之總營業額分別約為

93,500,000港元、59,900,000港元及81,500,000港元，全部歸功於排毒美顏寶之銷售額，

本集團主要透過(1)位於香港之特約大型連鎖藥房、保健商店、超級市場、百貨公司及

化鞽品店及(2)出口往東南亞及其他亞洲地區（包括馬來西亞、台灣及日本）銷售排毒

美顏寶。

現有產品

1. 排毒美顏寶

排毒美顏寶乃根據中醫排毒理論經混合多種中藥成分配製而成。排毒美顏寶具

有借助排泄機制清除積聚於人體內之毒素之性質及功效，從而保持健康及達致人體

整體機能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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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毒美顏寶由多種中藥成分（包括青洋參、白朮、西洋參、小紅參、荷葉及正品

大黃）配製，經本集團製成膠囊後推出市面。排毒美顏寶具有促進腸臟蠕動及排毒、

排泄廢物、清除毒素、健脾補腎及減低體脂水平之性質及功效，適用於毒素積聚引致

之便秘、排便困難及排泄物乾硬，同時亦有助調理腹部腫脹、口臭、消化不良、痤瘡、

過重、失眠、暈眩、色素沉著、皮膚乾枯及青白、高脂、無故心煩、疲倦及氣促。排泄毒

素及廢物之主要途徑為排便、排尿、呼吸作用及排汗作用。排毒美顏寶之保存期限為

三年。

2. 補氣養血寶

補氣養血寶由中藥成分製煉而成，專為女性而開發。

補氣養血寶之成份包括枸杞子、太子參、山藥、黃祱、阿膠珠、當歸、川續斷、益

母草、香附及血竭。補氣養血寶具有加快病後復原、調理肝腎功能、養血、紓緩腰腹疼

痛以及改善四肢冰冷之性質及功效。補氣養血寶之保存期限為三年。

現正開發中之產品

1. 活血降脂寶

活血降脂寶由中藥成分（包括三七及天麻）製成。活血降脂寶具有淨化血液及

促進血液循環、降低血脂水平及調理新陳代謝之性質及功效，一般適用於頭痛、暈眩

及心悸等症狀。本集團銳意於二零零二年底前在市場上推出此項新產品。

2. 填精生力寶

填精生力寶由中藥成分（包括熟地黃、人參、枸杞子、肉蓯蓉、淫羊藿、沙苑子、

沉香、荔枝核、遠志及丁香）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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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代社會况，男士和女士要在事業上突圍而出及爭取傑出表現都需要保持理

想之健康狀況。緊張之生活方式往往令人透不過氣，而填精生力寶專為調理健康及促

進人體恢復能量與生機而開發。填精生力寶具有補充及助長精力之性質及功效，有助

消除疲勞、改善失眠、多夢、力必多減退、紓緩腰膝酸軟、暈眩及耳鳴等癥狀，同時亦

有助提升免疫能力。本集團銳意於二零零二年底前在市場上推出此項新產品。

生產

現時，本集團現有之兩項產品：排毒美顏寶及補氣養血寶之生產工序已分別外

判予盤龍雲海及天紫紅。董事目前無意於上市後改變本集團現時之外判製造安排。盤

龍雲海乃中國一家符合藥品質量規範之合資格人類用藥物製造商。藥品質量規範證

書之有效期為五年，屆滿後須重續。儘管總部設於香港，本集團自開始經營以來一直

將其生產工序外判予中國大型製藥商。透過將其生產工序外判予中國大型製藥商，本

集團得以享受中國在中藥上之低生產成本及生產技術所帶來之利益。董事認為此項

經營策略是本集團成功之關鍵因素之一。於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六日，龍發製藥與盤

龍雲海訂立將於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屆滿之製造協議。於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

二日，雙方訂立一項為期三年之新製造協議，該製造協議於二零零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屆滿，而倘訂約任何一方並無於三年之年期屆滿後三個月內發出終止通知，協議可予

續訂一年。根據新訂製造協議，盤龍雲海負責 (1)在中國採購多種原料及(2)根據龍發

製藥所提供之藥方及生產技術及品質標準方面之技術規範生產排毒美顏寶，藉以就

每個膠囊收取定額費用。每個膠囊之定額費用乃經參考(1)將使用之中藥材原料之現

行市價；(2)貨運、出口檢查及保險之現行市價；及 (3)經協定之加工費用釐定。倘 (i)盤

龍雲海清盤或違法及 (ii)製造協議之重大條款遭違反或盤龍雲海收取之費用高於其

他獨立第三者提出之報價，龍發製藥可在第(i)種情況下即時終止製造協議及在第(ii)

種情況下在規定通知期內終止製造協議。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

本集團將排毒美顏寶之所有生產工序外判予盤龍雲海，而外判費用分別佔本集團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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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額約19.5%、25.8%及22.6%。董事認為與盤龍雲海訂立有關安排得以讓本集團避

免巨額投資機器、設備及廠房，同時亦能令本集團之業務在以下方面受惠：

1. 作為中國一家領有牌照之大型製藥商，盤龍雲海擁有多種不同之生產技

術，包括利用各種提煉方法從用以生產排毒美顏寶之不同中藥材或醫藥

原料中抽取有用成分，而本集團只須支付合理價格；

2. 作為中國一家領有牌照之大型製藥商，盤龍雲海在採購中藥材或醫藥原

料上能發揮規模效益之好處，具有較佳議價能力，從而降低整體生產成本；

3. 盤龍雲海位處中國西南部雲南省（中國主要中藥材或醫藥原料生產基地

之一），故對於控制整體生產成本起一定作用；及

4. 盤龍雲海自二零零零年七月四日起已取得藥品質量規範認證，因此本集

團產品之質素能有所保證。

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本集團在由盤龍雲海製造排毒美顏

寶方面無遇到任何問題或有所間斷。

由於所使用之不同中藥材或醫藥原料及所須之不同生產技術，故本集團與天紫

紅訂立製造協議生產補氣養血寶。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六日，龍發製藥與天紫紅訂

立為期三年並有權選擇續訂一年之製造協議，據此，天紫紅負責 (1)在中國採購多種

原料及 (2) 根據龍發製藥所提供之藥方及生產技術及品質標準方面之技術規範生產

補氣養血寶，藉以就每個膠囊收取定額費用。每個膠囊之定額費用乃經參考 (1)將使

用之中藥材原料之現行市價；(2)貨運、出口檢查及保險之現行市價；及(3)經協定之加

工費用在訂立協議時予以釐定。倘(i)天紫紅清盤或違法及(ii)製造協議之重大條款遭

違反或天紫紅收取之費用高於其他獨立第三者提出之報價，龍發製藥可在第 (i)種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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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下即時終止製造協議及在第(ii)種情況下在規定通知期內終止製造協議。董事認為

與天紫紅訂立有關安排同樣地可令本集團之業務在以下方面受惠：

1. 作為中國一家領有牌照之中藥製造商，天紫紅擁有相關之生產技術，包括

利用各種提煉方法從用以生產補氣養血寶之不同中藥材或醫藥原料中抽

取有用成分；

2. 作為雲南省一家主要製藥商，天紫紅在採購中藥材或醫藥原料上具有較

佳之議價能力；及

3. 天紫紅位處中國西南部之雲南省（中國主要中藥材或醫藥原料生產基地

之一），故對於控制整體生產成本起一定作用。

董事認為，儘管本集團將其產品外判予中國其他製藥商生產，本集團積極參與

生產過程（包括向製造商提供配方、開出中藥材或醫藥原料之種類之處方及進行品

質檢定）。此外，根據龍發製藥分別與盤龍雲海及天紫紅訂立之製造協議，兩家製造

商均同意遵照龍發製藥所制定之品質檢定程序及規定生產本集團之產品。此外，根據

各份製造協議所載之條款，盤龍雲海及天紫紅將分別確保會為從龍發製藥取得而與

彼等製造之產品有關之所有資料及商業秘密保密。該等程序之詳情載於本招股章程

「業務」一節「品質控制」一段。

本集團產品排毒美顏寶及補氣養血寶之生產工序主要分為三個程序，所有生產

工序均外判予其他中國製藥商。在準備過程當中，首先作原料揀選，其後進行切段及

漂洗除去雜質，就本集團產品之不同配方而定，經漂洗之原料會加入水或酒精並加熱

溶解及提煉有用成分而成為半製成品。經提煉之物料會被過濾除去固體物質，完成過

濾程序後，半製成品會在指定溫度下在一段固定時間內烘乾製成顆粒。於生產過程中，

空膠囊經盛入顆粒後，其後膠囊表面會被拋光。最後，膠囊將付運往龍發製藥於香港

之廠房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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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

製造本集團產品所使用之主要原料包括不同之中藥材或醫藥原料及包裝物料。

根據龍發製藥與盤龍雲海訂立之製造協議，盤龍雲海負責採購原料以及製造排毒美

顏寶。因此，董事認為盤龍雲海乃本集團主要供應商之一。

本集團與其供應商建立良好之工作關係。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

年度，本集團在供應方面未嘗任何延誤或間斷以致影響本集團之業務。截至二零零二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本集團之最大供應商分別佔本集團總採購額約81.1%、

92.2%及92.3%。五大供應商則分別佔本集團總採購額約97.3%、99.4%及99.1%。

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本集團之最大供應商盤龍雲海負責

採購中藥材原料及生產本集團之旗艦產品排毒美顏寶，該公司之51%權益由焦先生

擁有。除本文所披露者外，概無董事、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或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

5%以上之任何股東於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在本集團之五大供

應商中擁有任何權益。

本集團以記賬形式採購貨物，而供應商通常給予為期三十日之信用期。截至二

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應付款項之付款平均日數分別為37、96及80

日。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所有未償還貿易應付款項之餘款已於二零零二年

五月全部償還。於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本集團以港元償付之採

購額分別為約97%、98%及99%，餘下部份則以美元償付。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三個年度各年，存貨週轉日數分別為37、105及75日。本集團奉行之一般政策乃將

存貨水平維持在約兩個月之銷售量，以確保本集團之產品供應源源不絕。存貨週轉日

數於截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大為延長主要由於本集團重整其於香港之

分銷網絡所致。

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六日，龍發製藥與天紫紅訂立製造協議，據此，天紫紅負

責採購天然中藥材或醫藥原料及生產補氣養血寶。天紫紅為一間在中國成立之國有

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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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推廣及宣傳

董事深諳本集團之產品形象之重要性，因此已聘請經驗豐富之市場推廣隊伍負

責製訂及推行本集團之市場推廣策略。

(1) 引起消費者注意

為喚起公眾對「龍發製藥」品牌及其旗艦產品「排毒美顏寶」之注意力，本集團

透過不同媒體，例如雜誌、報紙、地鐵月台廣告燈箱、廣告牌、電視及收音機進行強勢

宣傳。

為保障排毒美顏寶之品牌及產品形象免受其他製造商之仿冒產品或贗品所影

響，本集團在過去曾針對仿冒產品採取法律行動。據董事所知，該等製造商已停止生

產。此外，為確保消費者能分辨真偽貨品，本集團已在產品包裝上加上若干識別標記。

本集團亦已向有意之消費者強調在分辨真偽產品時須小心謹慎，並已劃定其經銷渠

道必須為大型著名商店。

(2) 贊助

作為市場推廣計劃之一部分，本集團亦贊助香港產品博覽會、流行音樂演唱會、

戲劇及香港電視節目，包括遊戲節目。鑒於有關節目收視率高，本集團可藉此有效地

宣傳其產品。

(3) 忠實客戶計劃

董事認為得到客戶擁護是本集團及其旗艦產品「排毒美顏寶」成功之關鍵因素。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本集團在香港成立國際排毒養生協會（「協會」）。成立協會之目

的是為排毒美顏寶之客戶提供售後服務。協會之會員可向協會之中醫師免費徵詢意

見，並於使用排毒美顏寶後向本集團提供意見。董事認為協會不但為本集團提供與客

戶溝通之寶貴渠道，同時亦作為一個有效之渠道收集市場資料。此外，協會之會員於

購買本集團之產品時可獲贈折扣優惠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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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二年三月，協會向會員寄發首份每月通訊，提供最新產品資料，以及排

毒理論之最新發展情況。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協會共有28,961名會員。

(4) 教育

本集團之使命乃於主流國際醫藥市場推廣使用現代化中藥。於一九九九年一月

十九日，協會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之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註冊出版一份本地報

章《香港健康報》。香港健康報旨在向香港大眾市民提供有關中藥之最新發展資料及

健康常識。於一九九九年三月，協會之《香港健康報》首次創刊。《香港健康報》乃由

協會及本集團之分銷商免費分發。

於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本集團之市場推廣開支分別約達

17,900,000港元、11,700,000港元及15,300,000港元，分別佔總銷售額約19.2%、19.4%及

18.8%。

分銷

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本集團之營業額中分別有約98.1%、

95.9%及94.8%歸於向分銷商售貨之銷售額，而餘下約1.9%、4.1%及5.2%則歸於本集

團透過其網站、展覽及協會進行之直接銷售。鑒於二零零零年財政年度發生假冒排毒

美顏寶事件，本集團已加緊控制其分銷網絡。就香港市場而言，本集團主要委託大型

連鎖藥房、保健商店、超級市場、百貨公司及化鞽品店作為其分銷商，以杜絕贗品。此

外，本集團亦推行統一零售定價政策，以監管及控制割喉式減價戰等不良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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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本集團與以下主要分銷商確立業務關係分銷其產品：

分銷商 連鎖店 開始年份

華潤堂有限公司／ (1) 華潤堂有限公司 1999

華潤零售（集團）有限公司

／華潤百貨有限公司 (2) 華潤百貨 1999

南華早報零售有限公司 健怡坊 1999

南華早報零售有限公司 地利店 1999

莎莎化鞽品有限公司 莎莎化鞽品 1999

有限公司

牛奶有限公司 (1) 萬寧藥房 1999

(2) 7-11連鎖店 2001

(3) 惠康 2002

裕華國貨有限公司 裕華國貨 1999

吉之島香港百貨有限公司 吉之島 2001

天使化鞽品國際有限公司 天使化鞽品 2001

國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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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市場方面，由於文化和營商慣例不同，本集團一般委任海外分銷商滲透海

外市場及在海外分銷其產品，以減低本集團開拓新市場之業務風險。目前，本集團建

立以下海外分銷網絡：

分銷商 產品 種類 地區 期間

東方資金有限公司 排毒美顏寶 獨家分銷權 馬來西亞、 二零零零年

新加坡、 十一月十八日至

泰國及印尼 二零零三年

十一月十七日

愛力集團有限公司 排毒美顏寶 獨家分銷權 台灣 二零零二年

三月二十一日至

二零零三年

三月二十日

本集團並無特定退貨政策，從未被其分銷商退回任何未售出之貨品。截至二零

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董事確認因包裝損毀而退回之產品微不足道，佔總

營業額不足1%。

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本集團向五大客戶出售本集團

產品之銷售額佔本集團總營業額分別約49.1%、86.1%及84.0%，而最大客戶則分別佔

約22.6%、31.4%及29.3%。各董事或彼等各自之任何聯繫人士或就董事所知擁有本公

司已發行股本5%以上之股東概無於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

度之任何五大客戶擁有任何權益。

研究與開發

本集團之業務目標是將「龍發製藥」建立為中外製藥市場之知名品牌，並以合

理價錢推出具確切療效之中成藥產品。

董事認為研究與開發對本集團之業務發展十分重要，並會提高本集團之競爭力，

同時為本集團之業務帶來長期增長前景。焦先生認為本集團可利用國內中藥之學術

及專業醫藥機構之人材。因此，焦先生於一九九六年與三名中國獨立製藥專家開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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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排毒美顏寶。在焦先生之領導及監督下，排毒美顏寶之藥方於一九九七年十一月製

成。本集團將繼續尋求與其他知名研究實驗室、製藥機構、醫學專家及大學之可能合

作機會，以開發新產品，以及在若干情況下，或會收購其藥方。董事認為透過有關合

作可讓本集團掌握本地及全球製藥市場之最新發展及消息。於二零零二年五月十四

日，本集團與獨立第三方中大中醫藥科技有限公司訂立協議，對本集團屬下旗艦產品

排毒美顏寶進行深入研究，範圍包括排毒美顏寶治療便秘和痤瘡之功效，有關費用為

243,000港元，將分期支付，而研究將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完成。

為讓本集團之產品組合多元化及進一步提升本集團之新產品開發能力，本集團

與獨立第三方雲南省中醫中藥研究所於一九九九年七月訂立研發協議，開發三項新

產品，分別為補氣養血寶、活血降脂寶及填精生力寶。根據該研發協議，龍發製藥負

責提供有關補氣養血寶、活血降脂寶及填精生力寶之研究背景材料及按照進度分階

段支付研發費用合共人民幣15,000,000元，而雲南省中醫中藥研究所則負責按照龍發

製藥協定之研究進度表及根據研究及開發該三項產品之藥方。該等產品之藥方之知

識產權歸龍發製藥所有。董事認為與雲南省中醫中藥研究所合作不僅有助本集團掌

握開發中藥藥方之最新研發技術，亦有助本集團了解中藥行業之最新發展。補氣養血

寶之藥方已於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完成開發，其後補氣養血寶於二零零二年五月推出

香港市場。目前本集團亦與其他研究機構合作進行研發活動。

截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本集團之研發開支分別約達

12,500,000港元及900,000港元，分別佔本集團總銷售額之13.4%及1.5%。於二零零二

年財政年度內，本集團概無在開發新產品方面產生研發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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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控制

董事認為本集團要繼續取得成功之其中一項必要因素乃保持「龍發製藥」品牌

之產品質素。儘管本集團產品外判予中國製藥商生產，而儲存、包裝及交付則在香港

進行，本集團採取一系列適用於在中港兩地進行之不同階段之品質控制措施，以確保

本集團產品之質素。

目前，本集團之中成藥產品生產程序分別外判予盤龍雲海及天紫紅。根據龍發

製藥作為其中一方分別與盤龍雲海及天紫紅訂立之製造協議，兩家製造商均同意遵

照龍發製藥制定之生產及品質保證手冊所載之有關品質控制程序及規定生產本集團

之產品後方會將產品運往香港儲存、包裝及交付。

根據手冊，有關品質控制程序及規定涵蓋以下範圍：

‧ 採購原料

‧ 利用原料提煉材料

‧ 加工處理材料

‧ 混合材料及生產控制

‧ 包裝膠囊

‧ 儲存及運輸

此外，本集團之品質控制部門亦會定期派職員到盤龍雲海及天紫紅檢查程序規

格。本集團亦聘請認可獨立考察公司進行獨立測試，以確保盤龍雲海及天紫紅生產之

產品達到本集團既定之標準。

有關本集團之生產程序之詳情載於本招股章程「業務」一節「生產」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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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方面，本集團於觀塘總辦事處設立品質控制部門，主要負責執行產品儲

存、包裝及交付方面餘下之品質測試工作流程。品質控制部門目前共有4名員工。本集

團已委任內部管理隊伍之幾名品質保證代表，監察及推行一切有關之品質控制程序，

以及履行內部審核工作。本集團已安裝設備以在包裝過程中進行品質控制，而品質控

制部門之主管亦已制訂員工品質控制手冊。根據員工品質控制手冊所載之相關品質

控制程序，於包裝過程中，所有由國內運抵之膠囊均須經過品質控制設備鑒別，不符

合品質標準的將被抽起。已完成鑒別之膠囊將會入樽，並按包裝規格加上標籤及進行

包裝。

目前，本集團已採納以下指定品質控制標準：

• 本集團之管理層一般將會每年覆審根據本集團之品質管理系統所推行之

品質管理措施、程序、指引及文件編製；

• 本集團之品質控制部門之員工定期查察本集團之承包製造商；

• 本集團之管理層將定期覆審製成品之樣本測試程序；

• 本集團將每季檢驗及修理本集團之包裝機器；

• 本集團之管理層每半年覆審員工品質控制手冊；及

• 於本集團產品可供分銷商分銷前，本集團將在本港委任獨立化學實驗室

隨機抽樣測試製成品之微生物、重金屬及有機農藥之含量。

董事認為上述所有品質控制措施將有助本集團產品保持高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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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強本集團之品質控制能力，本集團每年均為品質控制及客戶服務部不同級

別之員工提供不同程度之品質保證培訓，以提高員工對中醫理論之知識水平、專業操

守水平以及對本集團產品之功能及應用方面之知識。

目前，本集團分別外判予盤龍雲海及天紫紅製造其現有產品。各製造商已向中

國政府取得必要之批文製造本集團之產品。

就董事經合理查詢所深知，本集團所制定及推行之現有品質控制系統符合諸如

香港宪生署及食物環境宪生署等宪生及製藥監管機構為確保出廠貨品於保質期內之

質素而訂定之標準。

本集團並無制定任何一般存貨撥備政策。除於截至二零零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就損壞貨物特別注銷380,000港元外，本集團並無於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三個年度作出存貨撥備。

鑒於本集團推行品質控制程序，於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

年，並無存在因品質缺陷而產生之產品投訴或產品退貨。倘日後出現任何產品投訴事

件，本集團之管理層將委派品質控制部門處理有關投訴。

據董事所深知，本集團目前無需取得任何政府牌照及／或官方批准以經營其現

有之業務，而本集團並無觸犯香港及銷售本集團產品之其他國家之任何現有適用法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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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屢獲大獎

本集團之旗艦產品排毒美顏寶之品質及功效人所共知，本集團因此項產品榮獲

之多項大獎及榮譽如下：

獎項 主要頒發人

1999年香港十大產品 《蘋果日報》

2000年香港十大名牌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2000年及2001年最佳排毒產品 屈臣氏（集團）有限公司

銷量冠軍大獎

2001年冠軍中之冠軍大獎 屈臣氏（集團）有限公司

－健康產品系列

定價政策

本集團之業務目標是透過成功將其旗艦產品排毒美顏寶打入本地市埸，將「龍

發製藥」之品牌發展成為製藥市場上聲譽昭著之名牌，從而為大眾提供一個秉承中

醫排毒理論之嶄新保健概念。

鑒於排毒美顏寶在一九九九年一月首次以本集團品牌「龍發製藥」之名義面世

時，製藥市場缺乏同類產品之競爭，故此董事按數項因素釐訂售價，包括：

• 生產過程中產生之成本；

• 本集團之宣傳及市場推廣活動產生之開支；

• 普羅大眾之購買力；

• 本集團所定之邊際利潤；

• 本集團產品之市場競爭力；及

• 現行市場趨勢及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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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在香港市場採納統一排毒美顏寶零售價格政策，標準裝每盒280港元，輕

便裝每盒99.9港元。董事認為推行統一零售定價政策可避免市場對產品之反應所造

成之不必要價格波動及避免分銷商之割喉式減價戰，以免對本集團整體業務造成不

利影響。鑒於本集團就排毒美顏寶推行之統一零售定價政策非常成功，本集團將繼續

為本集團品牌「龍發製藥」下之新產品補氣養血寶在香港推行統一零售定價政策。

本集團主要參考香港分銷商之訂貨量、銷售網絡規模及其與本集團之業務關係

釐定售貨予彼等之批發價，而向海外分銷商售貨之批發價則主要參考其所在地區、訂

貨量、銷售網絡規模及分銷商之市場推廣策略釐定。

一般而言，海外分銷商之批發價較香港分銷商便宜，此乃由於海外分銷商亦負

責進行市場推廣及宣傳活動。

目前，香港及海外均有眾多中藥製造商、分銷商及零售商，加上香港乃全球最開

放經濟社區之一，本集團之產品無可避免要面對香港及海外中成藥市場之直接競爭。

然而，鑒於本集團已為「龍發製藥」品牌建立良好聲譽，董事對本地及海外藥物製造

商、分銷商及零售商所引發之激烈割價戰不會對本集團之產品價格造成嚴重影響很

有信心。

信貸管理政策

於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本集團於香港及海外售出之

所有產品乃按不同之信貸期以港元交收。於本集團之信用管理政策下，給分銷商不多

於90日之信貸期。

本集團一般可延長給予其客戶之信貸期最多至90日。於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

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應收賬目收賬期之平均日數分別約為54日、63日、及70日。截

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收賬期之平均日數由54日延長至70日，此乃

主要由於分銷往海外之銷售額增加，而相對於香港分銷商，海外分銷商一般會獲得較

長之信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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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本集團堅持嚴緊之信貸管理政策，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年度各年並無出現任何重大壞賬。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年度並無作出呆壞賬撥備。

知識產權

目前，本集團以 商標推廣及出售其所有產品。該商標已向香港知識產權署

註冊，並於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生效。本集團為另外三個商標及五個註冊圖案

之登記擁有人。本集團現時亦正為其所有現有及開發中之產品在香港申請十三項商

標之註冊，並預期於二零零三年完成有關註冊。該等商標及註冊圖案之詳情載於本招

股章程附錄四「有關本集團之其他資料」一段中「知識產權」一節。本集團實益擁有本

集團之產品排毒美顏寶、補氣養血寶、活血降脂寶及填精生力寶之藥方之所有知識產

權。

此外，焦先生於上市前以代價1.00港元將與生產排毒美顏寶有關之所有知識產

權、技術及秘方轉讓予龍發製藥。

競爭

全球中藥發展迅速。因此，本集團之產品於中成藥市場上面對來自在香港及海

外市場上出售可達致近似醫療功效之其他替代品之直接競爭。

董事認為，任何種類之中成藥之質素及功效乃擴大市場佔有率及維持長遠之有

利市場地位之關鍵。憑藉本集團之商譽及其已確立之「龍發製藥」品牌、本集團廣泛

之銷售及分銷網絡、本集團產品之可靠品質、本集團靈活之市場推廣政策、本集團於

中藥市場推廣方面之知識及經驗，以及與其客戶建立之良好關係，董事有信心本集團

較香港及海外市場之競爭對手更具競爭優勢。此外，價錢經濟兼具醫療功效之排毒美

顏寶已率先向大眾引進一個嶄新之排毒保健概念。

鑒於本集團善用上述之競爭優勢，董事認為本集團可在本地及海外競爭中站穩

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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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

由於本集團可能因銷售其產品而須承擔產品責任風險，因此本集團已為其產品

排毒美顏寶及補氣養血寶投保產品責任保險，以應付因消費者服用有關產品而導致

人身損害而提出之索償。董事確認，在本集團實行品質控制制度下，自其開始營業以

來，本集團從未遇上任何重大之第三者責任索償。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董事並不知悉任何因對產品不滿意而向本集團提出之

任何索償。

除上文所述者外，本集團亦繼續購買保險，包括火險，亦根據僱員補償條例（香

港法例第282章）之規定提供僱員補償。

有關盤龍雲海及龍潤藥業集團有限公司之資料

盤龍雲海於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在中國註冊成立，由焦先生擁有51%權益、曾立

品先生擁有30%權益及杜波先生擁有19%權益。盤龍雲海主要從事於中國開發、製造

及分銷中醫藥產品之業務。盤龍雲海之所有產品均售予雲南盤龍雲海藥業（集團）股

份有限公司及雲南盤龍雲海藥品經營有限公司，以供其於中國進行分銷。雲南盤龍雲

海藥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及雲南盤龍雲海藥品經營有限公司均於中國註冊成立

並僅從事在中國分銷藥劑產品之業務。雲南盤龍雲海藥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及雲

南盤龍雲海藥品經營有限公司由焦先生實益擁有51%權益、曾立品先生擁有30%權益

及由杜波先生擁有19%權益。盤龍雲海之董事會由3名董事組成，焦先生為董事長，曾

立品先生為副董事長，而另一名董事為杜波先生。目前，盤龍雲海擁有約20種中成藥

產品，均附有批文證書，於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盤龍雲海生產及

分銷其中15種中成藥。盤龍雲海在中國分銷之所有產品均以「盤龍雲」品牌行銷。此

外，盤龍雲海亦根據盤龍雲海與龍發製藥於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六日訂立之製造協

議及於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二日訂立之新製造協議而為龍發製藥承辦生產工序。有

關新製造協議之詳情載於「生產」及「關連交易」之段落。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盤龍雲海之總營業額及純利分別約為人民幣450,000,000元及人民幣

16,000,000元（全部均在中國產生）。董事目前無意於上市後收購盤龍雲海之現有業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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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潤藥業集團有限公司（「龍潤」）於二零零一年二月在香港註冊成立，其已發

行股本之90%由焦先生擁有，而10%由焦少良擁有。焦先生及焦少良先生兩者皆為董

事。龍潤乃一間投資控股公司，目前擁有1間全資附屬公司，名為雲南龍潤藥業有限公

司。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雲南龍潤藥業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之外商獨資

公司及龍潤之附屬公司）已開始於中國雲南興建符合藥品質量規範之製藥廠。建廠

工程預期將於二零零二年十月完工。焦先生已確認，興建這家符合藥品質量規範之新

藥廠旨在迎合預期在中國加入世貿後來自其他海外製藥企業之分包製藥訂單。董事

目前無意於上市後使用由龍潤及其附屬公司提供之任何服務。董事目前無意於上市

後收購龍潤之業務。

儘管焦先生為本集團之控股股東，上述之企業盤龍雲海及龍潤各具其本身之股

權架構、不同之業務經營模式及其產品各有不同之目標市場，而本集團、盤龍雲海及

龍潤之股東目前無意將盤龍雲海及龍潤納入本集團旗下範圍。焦先生目前無意在上

市後注入盤龍雲海及龍潤之現有業務。倘焦先生改變意向，本公司將於得悉此改變後

盡快發表公佈。

盤龍雲海之潛在競爭

盤龍雲海之其中一種產品排毒養顏膠囊乃由盤龍雲海開發，而盤龍雲海已於一

九九五年向中國有關當局取得製造該等產品之批文。排毒養顏膠囊針對改善便秘、高

血壓、失眠、腹部腫脹、過重及色素沉著，以及具有補腎健脾之功效。除本文披露者外，

董事確認，盤龍雲海之現有產品概無或不可能與本集團之產品產生直接或間接競爭。

儘管與本集團排毒美顏寶之藥方有所不同，然而，排毒養顏膠囊與排毒美顏寶

均針對類似之症狀，例如改善便秘、腹部腫脹、過重、色素沉著，以及補腎健脾，故排

毒養顏膠囊有可能被用作為排毒美顏寶之代替品，以改善該等病況。於最後實際可行

日期，由於盤龍雲海自其於一九九五年首次推出排毒養顏膠囊後一直僅於中國分銷

排毒養顏膠囊，而本集團則於香港、東南亞及中國以外之其他亞洲地區以本集團品牌

「龍發製藥」之名義分銷排毒美顏寶，董事認為盤龍雲海之業務將不會影響本集團之

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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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競爭承諾

焦先生已向本公司承諾，於股份在聯交所主板上市日期起直至(a)焦先生全資擁

有本公司；(b)焦先生及其聯繫人士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實益股權總額低於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之30%；或(c)股份不再於聯交所主板上市及買賣（以較早發生者為準）之

日（「有效期間」），彼將不會並將盡力促使彼之聯繫人士（包括盤龍雲海及龍潤）一

概不會：

(i) （(iii)所述之情況除外）在有本集團產品出售之任何地區從事或參與任何

與本集團任何業務構成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直接或間接）之業務；

(ii) 在有本集團之產品售賣之任何地區推廣及出售彼或其任何產品；

(iii) 持有或保留任何與本集團業務構成直接或間接競爭之任何投資或業務，

除非及直至該項投資或業務已首先按獨立估值師將予釐訂之公平市值給

本公司考慮收購或參與建議，且該項建議已被至少由本公司不時之非執

行董事組成之獨立董事委員會於隨後拒絕；及

(iv) 對現有產品使用任何新技術或改良方法；或製造由焦先生開發之新產品；

或向本集團以外之任何人士轉讓或授出使用該等技術或改良方法或製造

該等產品之權利，除非及直至彼或其已首先向本集團提呈建議按將由獨

立估值師釐定之公平市值收購任何該等技術、改良方法或產品之所有權

權利（包括所有知識產權），而至少由本公司不時之非執行董事組成之獨

立董事委員會於隨後拒絕有關建議。

焦先生已進一步承諾於有效期間內，彼將（以及竭盡所能促使彼之聯繫人士（包

括盤龍雲海及龍潤）將）委任本集團之成員公司作為彼或其之獨家代理，並按公平磋

商之條款及條件在中國以外推廣及分銷彼或其任何產品，並且不會建議將有關代理

權授予本集團成員公司以外之任何人士，除非及直至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於隨

後拒絕有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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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先生已進一步給予本公司選擇權按其絕對酌情權在有效期間內隨時以將由

獨立估值師釐定之公平市值購入當時由焦先生或彼之任何聯繫人士擁有而與本集團

之業務產生直接或間接競爭之公司或業務之全部或部分權益。董事目前無意行使此

項選擇權。倘本公司決定行使選擇權，其將全面遵守上市規則之規定進行有關收購行

動。

關連交易

根據龍發製藥與盤龍雲海於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二日訂立之新製造協議，盤龍

雲海負責(i)按照龍發製藥提供之藥方、指示及規格製造排毒美顏寶及(ii)提供製造排

毒美顏寶時使用之多種原料，截至二零零五年八月二十一日為期三年，有權選擇按相

同條款續訂一年。盤龍雲海將就每個膠囊收取定額費用，當中已包括採購原料之成本、

加工、保險及運送製成膠囊往香港之費用。

上述協議項下之費用乃經公平基準磋商，並參考原料及所涉及之生產技術種類

之主要成本而釐定，而董事確認其所載條款類似或不遜於獨立第三方向本集團所提

供者。

在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內，盤龍雲海根據一項相似之製造

協議向本集團收取之總計費用分別約為18,300,000港元、15,500,000港元及18,400,000

港元，分別佔(i)本集團之有形資產淨值約108%、55%及34%；及(ii)本集團總營業額約

19.5%、25.8%及22.6%。

董事已確認上述交易乃在正常業務運作下按公平合理之一般商業條款進行。預

期盤龍雲海根據上述安排向本集團收取之每年金額將最多不超過本集團於截至二零

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之有形資產淨值之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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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

根據上市規則，待股份於主板上市及只要焦先生仍為本公司之主要股東，上述

交易將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交易。根據上市規則，該項關連交易通常將須予以披露及事

先取得獨立股東之批准。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上述之持續關連交易經已

在正常業務進程下按一般商業條款或對股東整體而言屬公平合理之條款訂立並符合

本集團之利益。董事認為就上述交易重複作出披露及獨立股東重複批准上述交易實

為不切實際、不合理地繁瑣及不符合股東之利益。

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14章之規定。

僅基於董事作出之陳述、本公司提供之文件、資料及歷史數據，申銀萬國（作為

保薦人）認為上述關連交易已在本集團之正常業務進程下按一般商業條款或對本公

司股東而言屬公平合理之條款訂立並符合本集團之利益。

聯交所已按上述條款授出本公司所要求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

財政年度之豁免。聯交所授出該豁免之條件為：

(1) 交易為及將：

(i) 由本集團在其正常及一般業務進程下訂立；

(ii) 由本集團按一般商業條款（以有可資比較交易為限），或倘並無足夠

可資比較交易以判斷其是否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則按不遜於可給

予獨立第三者或（如適用）由獨立第三者提供之條款訂立；及

(iii) 按公平合理之條款訂立及符合獨立股東之整體利益。

(2) 在任何財政年度內，盤龍雲海根據該項交易收取之全部費用並無超逾本

集團於各個財政年度之有形資產淨值之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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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誠如上市規則第14.25(1)(A)至 (D)條所載，本公司須於有關年度之年報及

賬目內披露交易之詳情，即交易之日期或期間、訂約各方及彼等之關連關

係之概述、交易之概要及進行交易之目的、總代價及條款、交易之關連人

士之權益性質及程度，以及下文 (4)及(5)段所述之獨立非執行董事之意見

陳述及本公司核數師之確認書；

(4) 獨立非執行董事應每年覆審該交易並於有關年度之本公司年報及賬目內

確認該交易乃按上文第 (1)段所述之方式訂立；及

(5) 本公司之核數師應每年審核交易，並致函董事會（連同一份副本交給聯交

所上市科），確認交易：

(i) 已取得董事會之批准；

(ii) 已根據監管交易之有關協議訂立；及

(iii) 各財政年度應付之關連交易代價並無超逾上文第(2)段所述之有關

限制。

就上文所述由本公司之核數師覆審而言，盤龍雲海已向聯交所承諾其將容許本

公司之核數師取用其及其聯營公司之會計記錄。

本公司應迅速知會聯交所，其是否知悉或有理由相信獨立非執行董事及／或本

公司之核數師將不能確認上文第(4)及／或第(5)段分別載述之事宜，以及在該情況下，

本公司可能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章所載之規定及聯交所認為適合之任何其他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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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條例》之實施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中醫藥條例》下有關註冊及領牌制度之規例尚未生效。

董事已確認，於本招股章程內所述之所有本集團產品（包括排毒美顏寶、補氣養血寶、

活血降脂寶及填精生力寶）將屬於《中醫藥條例》所界定之中成藥。

一旦《中醫藥條例》之註冊條文生效，龍發製藥將須根據《中醫藥條例》遞交其

現已有售之產品（包括排毒美顏寶及補氣養血寶）之註冊申請。就已於一九九九年三

月一日已在香港出售之產品排毒美顏寶而言，倘本集團已於規定時限內遞交註冊申

請，則仍可於等待註冊時根據《中醫藥條例》第128條之過渡性安排出售排毒美顏寶，

此乃由於在等待發出註冊證明書時，其將被視為已註冊。該註冊於發出正式註冊證明

書或該中成藥之註冊申請被拒絕前將仍然有效。

由於本集團之其他產品（包括本集團之新推出產品補氣養血寶及本集團之開發

中產品活血降脂寶及填精生力寶）在一九九九年三月一日尚未出售，故《中醫藥條例》

第128條之過渡性安排將不適用，而倘未能於規定時限屆滿前為以上產品取得註冊，

則本集團將須終止製造及分銷該等產品，直至取得有關註冊為止。

根據《中醫藥條例》第122條，在考慮中成藥之註冊申請時，中藥組在決定中成

藥的註冊申請時，尤須考慮：(a)中成藥的安全；(b)按照該中成藥的規格說明及其製造

方法或建議的製造方法，考慮該藥的品質，以及為確保所有銷售或供應的藥具有相同

品質而建議的條文；及 (c)考慮在施用該中成藥所擬達致的目的方面該藥的成效。

安全

儘管有關方面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並未向公眾發放全面實施《中醫藥條例》及

其附屬法例之詳情，惟鑒於(1)本集團既無收到食物環境宪生署發出之任何警告通知

或投訴，董事亦不知悉本集團曾成為食物環境宪生署發起之任何調查或法律訴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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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及(2)本集團並無收到對其產品之質量及功效方面之任何書面投訴，故董事並不

預期本集團在遵守《中醫藥條例》第122條下之安全標準時將遇到任何重大問題或困

難。

質量

本集團將其產品外判予中國有經驗之製藥商（尤其本集團之主要產品排毒美顏

寶之承包製造商自二零零零年起已取得藥品質量規範認證）製造及本集團已採取一

系列質量監管措施以確保本集團之產品質量。由於本集團並未收到有關其產品質量

之任何書面投訴，董事並不預期本集團在遵守《中醫藥條例》第122條下之質量標準

時將遇到任何重大問題或困難。

功效

就產品功效而言，鑒於(1)本集團並未收到其客戶對其產品之功效作出之任何書

面投訴；(2)重覆收到香港著名分銷商之購貨訂單；及 (3)本集團產品之銷量有穩步增

長之往績，故董事並不預期本集團在遵守《中醫藥條例》第122條下之功效標準時將

遇到任何重大問題或困難。

此外，一旦註冊條文生效，龍發製藥將須根據《中醫藥條例》遞交製造商牌照及

批發商牌照之申請。由於龍發製藥於二零零零年一月三日經已作為中成藥之製造商

及批發商經營業務，倘本集團於規定時限內遞交申請，則其仍可於等待發出證書時根

據《中醫藥條例》第138條下之過渡性安排繼續製造及分銷中成藥，此乃由於其在中

藥組發出正式牌照前或中藥組拒絕有關申請前將被視為已獲授必要牌照。

儘管有關方面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並未向公眾發放全面實施《中醫藥條例》及

其附屬法例之詳情，惟鑒於(1)本集團並未收到食物環境宪生署發出之任何警告通知

或投訴，而董事亦不知悉本集團曾成為食物環境宪生署發起之任何調查或法律訴訟

之目標；(2)本集團並未收到對其產品之質量及功效之任何書面投訴；(3)重覆收到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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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著名經銷商之購貨訂單；及 (4)本集團產品之銷量有穩步增長之往績，故董事並不

預期本集團根據《中醫藥條例》申請製造商牌照及批發商牌照時將遇到任何重大問

題或困難。

此外，一旦有關中成藥標籤之條文生效，龍發製藥亦將須遵守《中醫藥條例》第

142條至第144條下之標籤規定。

儘管有關方面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並未向公眾發放全面實施《中醫藥條例》及

其附屬法例之詳情，惟鑒於本集團並未收到食物環境宪生署發出之任何警告通知或

投訴，而董事亦不知悉本集團曾成為食物環境宪生署發起之任何調查或法律訴訟之

目標，故董事認為彼等並不預期本集團在遵守《中醫藥條例》下之標籤規定時將遇到

任何問題或困難。

就《進出口條例》（香港法例第60章）之相應修訂而言，當《中醫藥條例》第171

條至第174條生效時，中成藥將被列入《進出口（一般）規例》，（說明必須領取進出口

牌照方可進出口中成藥）附表一及附表二內。一旦該等條文生效，本集團將須遵守《進

出口條例》之進出口規定。

由於董事已確認本集團目前遵照《進出口條例》之進出口規定行事，故董事並

不認為《進出口條例》之相應修訂會對本集團之業務及盈利能力產生任何負面影響。

就《公眾宪生及市政條例》（香港法例第132章）之相應修訂而言，當《中醫藥條

例》第162條生效時，供人內服或外用中成藥將被納入藥物之定義中。本集團將須繼

續遵守《公眾宪生及市政條例》。

由於本集團目前須受《公眾宪生及市政條例》管制，而本集團並無收到宪生署

或食物環境宪生署發出之任何通知或投訴指責本集團違反《公眾宪生及市政條例》，

而董事亦不知悉本集團曾成為宪生署或食物環境宪生署發起之任何調查或法律訴訟

之目標，故董事並不認為《公眾宪生及市政條例》之相應修訂將對本集團之業務及盈

利能力產生任何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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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良醫藥廣告條例》（香港法例第231章）之相應修訂而言，當《中醫藥條例》

第167條生效後，按照《不良醫藥廣告條例》所界定，中成藥將被納入醫藥之定義中。

本集團將須繼續遵守《不良醫藥廣告條例》。

由於本集團目前須受《不良醫藥廣告條例》管制，而本集團並無收到宪生署或

食物環境宪生署發出之任何通知或投訴指摘本集團違反《不良醫藥廣告條例》，而董

事亦不知悉本集團曾成為宪生署或食物環境宪生署發起之任何調查或法律訴訟之目

標，故董事並不認為《不良醫藥廣告條例》之相應修訂將對本集團之業務及盈利能力

產生任何負面影響。

董事已確認彼等將確保本集團將於《中醫藥條例》之有關條文生效時遵守有關

條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