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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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之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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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
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WUYI INTERNATIONAL PHARMACEUTICAL COMPANY LIMITED
武夷國際藥業有限公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票代號：1889）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營業額下降 4.6%至人民幣 630,300,000元

毛利下降 4.6%至人民幣 318,900,000元

毛利率維持 50.6%

本年度溢利下降 23.2%至人民幣 208,900,000元

每股盈利由人民幣 16.3分下降至人民幣 12.2分

建議末期股息每股 3.3港仙

全年業績

武夷國際藥業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統稱「本
集團」）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比較數字如下：

本公佈中，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資料乃根據經本公司獨立核數師
及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之綜合財務報表編製。本集團與核數師已就本業績公佈達成一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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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3  630,326 660,661

銷售成本  (311,381) (326,453)
   

毛利  318,945 334,208

其他收益 3  7,937 19,850

銷售費用  (50,176) (12,265)

行政及其他費用  (37,277) (66,972)

融資成本 4  (2,377) (2,535)
   

除稅前溢利 5  237,052 272,286

所得稅 6  (28,166) (170)
   

年內溢利  208,886 272,116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208,886 272,116
   

應付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本年度應佔股息：
　於結算日後建議末期股息 7  49,493 58,010
   

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 8  人民幣12.2分 人民幣16.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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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06,965 145,869
 土地使用權  11,180 11,410
 無形資產  21,224 23,610
 土地使用權所付按金  55,275 7,275
   

  394,644 188,164
   

流動資產    
 存貨  18,754 23,810
 貿易應收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9  66,488 146,339
 銀行結餘及現金  1,086,361 1,102,450
   

  1,171,603 1,272,599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10  41,369 83,528
 短期銀行貸款  30,000 35,000
 當期稅項  2,639 868
   

  74,008 119,396
   

淨流動資產  1,097,595 1,153,20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492,239 1,341,367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承擔  11 15
 遞延稅項  3,889 3,889
   

  3,900 3,904
   

資產淨值  1,488,339 1,337,463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1  17,098 17,098
 儲備  1,471,241 1,320,365
   

    
總權益  1,488,339 1,337,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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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事項

本公司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註冊成立為受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作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其股份由二零零七年
二月一日起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本公司註冊辦事處地址及主要營業地點分別為
4/F, P.O. Box 2804, George Town, Grand Cayman, Cayman Islands及香港灣仔灣仔道 18號中環廣場 28樓 2805

室，其主要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開發、製造、營銷及銷售藥品。

綜合財務報表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報，而人民幣亦為各集團實體及本公司的功能貨幣。

2.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修訂及詮釋（統稱「新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該等準則於本年或已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修訂） 財務資產之重列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11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集團及庫存股份交易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12號 服務特許權安排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14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 19號－界定利益資產的限額、最低

資本規定及相互之間的關係

採納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未對本集團目前或之前的會計期間的業績或財務狀況的編製及呈列方法產生重
大影響，因此毋需作出前期調整。

本集團並無提前採納以下已頒佈但仍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之準則、修訂或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5

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報方式 1

香港會計準則第 23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 1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告 2

香港會計準則第 3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修訂） 可沽售金融工具及清盤時產生之責任 1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修訂） 合資格對沖項目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修訂） 於一間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或聯營公司之投資成本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號（經修訂）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修訂） 歸屬條件及註銷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號 經營分部 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13號 客戶忠誠計劃 3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15號 房地產建設協議 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16號 海外業務投資淨額之對沖 4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17號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 2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18號 自客戶轉讓資產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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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零八年十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5號之修訂由二零零九年七月一

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6 對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自客戶接獲之轉讓資產生效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該等準則或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的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惟採納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 3號（經修訂）「業務合併」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經修訂）「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除外。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 3號（經修訂）或會影響收購日期為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首個年度報告期間開始或之後的業務
合併的會計處理。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經修訂）將影響該等不會導致失去控制權之母公司於附屬公司擁有權益
變動之會計處理方法，其將以權益交易之方式處理。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經修訂）可能導致財務報表基本報
表呈報的變動。

3. 營業額及其他收益

營業額指經由集團銷售予對外客戶扣除退貨、貿易折扣及營業稅後貨品的發票價值。

本集團是從事醫藥產品研發、製造與貿易之企業，其業務視作屬於單一分類。年內，本集團的銷售額全部在中
國大陸（「中國」）境內產生。因此並未呈報於二零零八及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業務及地區分類分
析。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銷售藥品 630,326 660,661

  

其他收益
 銀行利息收入 7,937 19,850

並非按公平值列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的利息收入總額 7,937 19,850
  

 638,263 680,511
  

4. 融資成本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的銀行貸款利息 2,376 2,533

融資租賃項下責任的融資費用 1 2
  

並非按公平值列入損益賬之金融負債的利息開支總額 2,377 2,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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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溢利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下列項目：

董事酬金 4,412 4,874

其他員工退休褔利計劃供款 3,249 2,256

其他員工成本 22,837 19,015
  

 30,498 26,145

減：計入研發成本的員工成本 (906) (780)
  

 29,592 25,365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折舊  

 －由本集團擁有 13,238 6,205

 －財務租賃持有 4 5
  

 13,242 6,210

減：計入研發成本的折舊 (592) (376)
  

 12,650 5,834
  

無形資產的攤銷 2,386 597

核數師酬金 625 1,658

匯兌虧損列入行政及其他費用 316 13,492

就以下項目支付的經營租約租金
 －土地使用權 230 254

 －租賃物業 927 958

研發成本 1,812 1,476

存貨成本 311,381 326,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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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於綜合收益表內之所得稅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當期稅項－中國所得稅
　本年度撥備 (29,034) (868)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868 –
  

 (28,166) (868)

遞延稅項  

 －產生及撥回暫時差額 – (763)

 －稅率變動的影響 – 1,461
  

 (28,166) (170)
  

a) 中國所得稅乃根據中國相關法律及法規按適用稅率計算。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國按照中國主席令第 63號頒佈了中國企業所得稅法（「新法」）。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六日，中國國務院發出新法之實行規則。新法與及實行規則由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將於中國成立
之附屬公司的稅率由目前33%變更為25%。遞延稅結餘已被調整，以反映資產變現或清償債務的期間預期適
應用的稅率。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本集團中國附屬公司福建三愛藥業有限公司
（「福建三愛」）及福州三愛藥業有限公司（「福州三愛」）分別於二零零六及二零零八年度符合生產性企業的資
格，可獲減免中國所得稅待遇，由首個盈利年度起計，可獲兩年豁免繳納所得稅，其後三年可減免 50%。

福建三愛（外商獨資企業）須按該公司適用稅率 25%根據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二零零
七年：33%）。並自抵消上一年度虧損後首個盈利年度（即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起兩年獲
豁免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其後三年可減免 50%。自二零零八年起，福建三愛產生的溢利須按 12.5%（即適
用企業所得稅稅率的一半）的稅率繳納所得稅，有關稅務豁免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屆滿。

福州三愛（外商獨資企業）須按該公司的適用稅率 25%根據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二零
零七年：33%）。並自抵消上年度虧損後首個盈利年度起兩年獲豁免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其後三年可減免
50%。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為首個盈利年度。自二零一零年起，福州三愛產生的溢利將按適
用企業所得稅稅率 12.5%獲豁免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有關稅務豁免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屆滿。

福建三愛醫貿有限公司（「三愛醫貿」），（中國企業）須按該公司的適用稅率 25%根據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
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二零零七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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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由於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止年度在香港並無應課稅溢利（二零零七年：無），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
備。

c)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概無重大未撥備遞延稅項資產或負債。

d) 年內的稅項與除稅前溢利的對賬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除稅前溢利 237,052 272,286
  

 

按相關管轄地區適用於溢利的稅率計算除稅前溢利的名義稅項 (61,568) (89,854)

不可扣減費用的稅務影響 (15,356) (26,964)

免稅收入的稅務影響 13,462 14,780

中國附屬公司獲豁免入息稅的稅務影響 34,428 100,250

過往數年超額撥備 868 –

因適用所得稅率下調導致
 承前遞延稅項負債減少 – 1,461

其他 – 157
  

實際稅項開支 (28,166) (170)
  

7. 股息

(a) 應付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財政年度之股息。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年結日後建議的末期股息，
　每股 3.3港仙（二零零七年：每股 3.8港仙） 56,422 64,971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相等於 49,493 58,010
  

於年結日後，董事會決議提呈向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二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派付截至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每股3.3港仙（相等於約人民幣2.9分），該股息須待股東於即將舉行的本公司
週年股東大會上批准。

於結算日後建議宣派之末期股息於結算日並未確認為一項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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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應付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上一財政年度之股息，已於本年度批准及派付。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本年度批准及派付的上一財政年度末期股息，
 每股 3.8港仙（二零零七年：無） 64,971 －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相等於 58,010 －
  

8.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年內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人民幣 208,886,000元（二零零七年：人民幣
272,116,000元）以及整年內已發行股份的加權平均數1,709,772,500股（二零零七年：1,672,539,521股）計算。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股  千股
股份加權平均數

於一月一日已發行股份 1,709,773 1,280,000

發行股份公開發售 – 392,540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股份加權平均數 1,709,773 1,672,540
  

b) 每股攤薄盈利

由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年度並無發行攤薄潛在普通股，每股攤薄盈利等於
每股基本盈利。

9. 貿易應收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收款 66,025 145,879

其他應收款項 463 460
  

 66,488 146,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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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一般向其客戶授出 30日至 60日的信貸期。於結算日，貿易應收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賬齡
0至 30日 35,248 74,104

31日至 60日 30,777 71,775
  

 66,025 145,879
  

管理層緊密監察貿易應收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的信貸質素，並認為並無逾期亦無減值的貿易應收款項及其他應
收款項與近期無拖欠歷史的多名客戶有關。

截至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貿易應收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逾期或減值。

本集團並未就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

10. 貿易應付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付款項  

 －關連公司 * 1,666 2,546

 －其他 22,134 60,574
  

 23,800 63,120

應付薪金及福利 911 798

就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應付款項 5,150 –

應計費用 3,015 6,147

融資租賃承擔 4 4

其他 3,698 2,721
  

攤銷成本計算之金融負債 36,578 72,790

其他非應付入息稅項 4,791 10,738
  

 41,369 83,528
  

* 關連公司為福州宏宇包裝工業有限公司（「福州宏宇」）乃由林歐文控制的公司，而林歐文是本公司的董事及
股東，並於該關連公司擁有實際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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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結算日，貿易應付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賬齡  

0至 30日 11,767 35,357

31日至 60日 12,033 27,763
  

 23,800 63,120
  

11.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千港元
每股面值 0.01港元的普通股  

  

法定：  

 於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200,000,000 32,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 1,280,000,000 12,800

 公開發售所發行的股份 429,772,500 4,298
  

 於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709,772,500 17,098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綜合資產負債表所列 17,098 17,098
  

12. 資本承擔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重列）

就購置以下項目已訂約但未於財務報表
 撥備的資本開支
 －無形資產 8,100 8,100

 －土地使用權 2,922 50,922

 －物業、廠房及設備 600 –
  

 11,622 59,022
  

13. 比較數字

某些比較數字已重新編製以符合本年度之呈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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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A 業務回顧

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錄得營業額達人民幣 630,300,000元（二零零七年：約人民幣 660,700,000

元），較上年度微跌 4.6%。年內溢利約人民幣 208,900,000元（二零零七年：約人民幣
272,100,000元），較上年度下跌約 23.2%。雖然本集團在二零零八年上半年業務錄得理想升
幅，但由於金融風暴的影響在下半年集中體現，令中國人民的財富蒸發，從而減少各方面的
開支，當中包括藥物開支，影響了本集團的藥品銷售。再者部分產品的保護期已過，部分廠
家生產出仿製產品，令到市場被瓜分。此外， 二零零八年北方多家製藥企業的中藥注射劑出
現不良反應，中國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因而強調「慎用中藥注射劑╱收緊監管條例」，使
得公司在中藥注射劑的銷售較上年度減少。其它主要原因為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部分開支如
稅項及廣告支出增加所致。但毛利率於當前困難之經營環境下仍然維持約 50.6%等高水平。

1. 產品發展

i) 蘇子油軟膠囊

在產品方面，專為控制高血脂而研製的蘇子油軟膠囊乃本集團的重點推廣產品，並自
二零零八年三月起推出市場。本集團有感東北部地區的居民因受飲食文化及生活習慣
的影響，較喜歡進食油膩和味濃的食物，所以該些地區的居民普遍均出現高血脂情
況。有見及此，本集團特意以華東及華北地區作為策略性的重點銷售市場，並集中
在 9個經濟較為發達的省市，推廣蘇子油軟膠囊。產品推出後反應理想，其低毒性以
及無副作用的特點深受市場歡迎， 於二零零八年已錄得逾約人民幣 42,300,000元的銷
售紀錄，當中以浙江省和江蘇省的銷售最為理想，分別佔該藥品銷售總額約 28.3%及
約 20.5%。由於蘇子油軟膠囊是本集團的獨有產品，可根據市場的接受程度來制訂價
格，所以本集團預計蘇子油軟膠囊的銷售將繼續增加，並可為本集團帶來重大的盈利
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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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魚腥草注射液

本集團旗下的全資附屬公司福建三愛為全國首批獲准恢復生產魚腥草注射液的企業
之一，本集團已於二零零八年一月起經中國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准後恢復生
產和銷售魚腥草注射液（2ml）。於二零零八年，魚腥草注射液為本集團帶來約人民幣
22,500,000元的銷售收入，市場佔有率約 20.0%。

魚腥草注射液的主要原材料為魚腥草，其生產亦受到國家有關部門的嚴格監管，現時
國家有關部門亦已禁止製造商使用乾草生產藥品。本集團營運魚腥草的生產基地自行
培植，故能夠源源不絕地供應新鮮的魚腥草。此舉不但保證了鮮草的穩定供應，有效
地控制及降低生產成本，而且亦能對產品進行嚴密的質量監控，大大提升產品的競爭
能力。

iii) 其它產品

於年內，本集團最暢銷的產品乃專治重症病人的腸外營養劑─諾賽肽注射液，該產品
的營業額約人民幣 82,300,000元，銷售較上年度下降了 23.3％，主要原因是經濟不
景，減低人民購藥的意欲及產品已經過了保護期，部分廠家生產出仿製產品，令該產
品增加市場競爭因而令銷量有所下滑。

本集團另一隻暢銷產品乃專治心腦血管疾病的香丹注射液，於年內共錄得約人民幣
74,800,000元的銷售收入。另外，本集團與北京大學醫學部合作的抗肝炎新藥複方肝
膽片，目前已經完成藥品的毒理試驗並進入藥效試驗階段。

2. 業務及市場分析

業務比重方面，公司的處方藥業務仍是本集團的重要收入來源，佔整體營業額 80.8%，其
它為非處方藥及原材料銷售業務，分別佔整體營業額的 11.5%及 5.6%。另外，本集團於
二零零八年上半年成立了三愛醫貿積極拓展藥品代理銷售業務，從二零零八年七月份開始
代理銷售其它企業共 7種藥品，全年的銷售收入約人民幣 13,100,000元，佔整體營業額的
2.1%。隨著三愛醫貿的業務不斷拓展，相關代理銷售業務銷售收入所佔比重將會不斷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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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市場方面，本集團已成功在一、二線城市建立穩固的業務網絡。有見農村市場的發展
潛質優厚，本集團自二零零七年起已積極在農村市場拓展業務，並在二零零八年起取得成
效，先後成功開拓西部地區如新疆等地區的業務，雖然現時農村市場的業務僅佔本集團整
體營業額的 1.1%，但由於發展潛龐大，加上本集團來年將會積極拓展該等市場，故相信
未來農村市場的業務比例將會顯著提高。

3. 銷售網絡

於年內，本集團已經在全國 20個重點省、市、自治區和直轄市分布銷售網絡，當中主要
覆蓋國內的東部沿海富裕省市及東北部地區。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的分銷商已進一步增加
至 59個，使銷售網絡得到穩定的發展。另一方面，本集團繼續積極開拓農村市場，並繼
續透過九州通集團公司 (「九州通」)的全國配送網絡，促進本集團在南方十多個省的農村小
區的產品分銷。

B 前景展望及未來發展

中國政府在二零零八年九月推出深化醫藥衛生體制的改革方案，大力投放資源促進醫療行業
的發展，加上中國內地醫藥產品市場持續增長，農村市場和終端消費者對高素質的醫療藥品
需求殷切，本集團相信武夷藥業作為國內具競爭優勢的專門藥品企業，亦將受惠其中。縱使
二零零九年經濟環境嚴峻，充滿不明朗因素，但綜觀中國政府決心支持醫藥行業的發展，本
集團對業務前景表示審慎樂觀。

1. 受惠內地醫療改革

中國國務院在二零零八年九月初次推出《關於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徵求意見稿 

（下稱《意見稿》），並在二零零九年一月審議並原則通過《意見稿》和《2009－2011年深化
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實施方案》，決定從二零零九年到二零一零年，重點推行基本醫療保障
制度的五項改革，並明確表示將會投放約人民幣 8,500億元達到階段性工作目標。至二零
一一年，基本醫療保障制度將全面覆蓋城鄉居民，基本醫療衛生可及性和服務水平將明顯
提高，居民就醫費用負擔將明顯減輕，「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將獲得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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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業務有望受惠於《意見稿》的三項改革，包括：

i 加快推進基本醫療保障制度建設 ─ 三年內使城鎮職工和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及新型農
村合作醫療參保率提高到 90%以上。二零一零年，對城鎮居民醫保的補助標準提高到
每人每年 120元人民幣，並適當提高個人繳費標準，提高報銷比例和支付限額。

本集團相信是項改革將有效提升醫保水平，從而提高基層終端用家的整體醫療消費能
力和對於醫療服務的需求。農村和鄉鎮近年得到中國政府大力扶持發展，也是本集團
大力拓展的市場，隨著政策的支持及消費力的增加，深具發展潛力。

ii 初步建立國家基本藥物制度 ─ 建立科學合理的基本藥物目錄遴選調整管理機制和供
應保障體系，並將基本藥物全部納入醫保藥品報銷目錄。進入國家基本藥物目錄的產
品將能直接提升該產品的市場佔有率和銷售額。

本集團研發，目前在市場上屬唯一類型產品的保健藥物蘇子油軟膠囊推出市場不足一
年，尚未進入國家醫保目錄，市場潛力尚未充份發揮，從而影響到藥品的銷售，本集
團將繼續大力推動蘇子油軟膠囊進入國家醫保目錄，並將是本集團在二零零九年其中
一個最重要的目標。

iii 健全基層醫療衛生服務體系 ─ 重點加強縣級醫院和中醫院、鄉鎮衛生院、邊遠地區
村衛生室和困難地區城市小區衛生服務中心建設。

本集團相信，完善的基層醫療衛生服務建設將會帶動藥品消費，小區對整體醫療和具
素質的藥品需求亦會逐漸提高，為本集團的整體業務發展將帶來契機。



16

2. 加大力度拓展農村市場

有見農村市場的發展潛力龐大，本集團近年積極拓展農村終端市場，並繼續透過九州通的
全國配送物流網絡，在中國南方十多個省的農村小區的產品分銷，使銷售網絡得到更進一
步的發展。同時，本集團亦會增加農村市場辦事處的推廣人員，務求將本集團的藥品推廣
至鄉、鎮的一級衛生院，加強與小區的聯繫，提高品牌知名度。本集團期望二零零九年農
村市場的銷售比例將能藉著有效的宣傳和推廣計劃而顯著提高。

3. 提高企業和產品知名度

本集團將繼續通過電視廣告及學術推廣，提高「三愛」的品牌和產品知名度，使我們的產
品得到社會和患者的廣泛認可。本集團將在二零零九年繼續投放資源作為廣告支出，同時
聘請專業學科專家在全國各地舉行行業人員學術推廣座談會，從而使醫生和病者都能對本
集團產品的藥理、功效和優點等有更清晰的概念，並且建立對「三愛」品牌的信任和忠誠
度。

4. 新產品的開發目標

本集團的甲璜酸帕珠沙星注射液和奧美拉唑腸溶膠囊按註冊管理辦法已經進入審批手續，
現等待國家藥監局審批並推出市場。前專治理過敏性細菌感染及慢性第二呼吸管道感染，
而後者專治抑制引致胃潰瘍及胃食管倒流等胃腸病。

5. 興建建陽廠房進度平穩

本集團位於福建省建陽市的新廠房已完成基礎建設及申領有關牌照等前期工作，並已於
二零零八年十月份動工，預計約二零一零年峻工。新廠房第一期建設面積約 60,000 平方
米，是現有製劑生產廠房面積的 3倍左右。除了具備以往十數項產品的生產能力外，在產
品包裝方面也將因應國內消費市場的潮流，不僅能提供玻璃瓶包裝，也能提供塑料瓶包
裝。峻工後的產能預計是現有的三倍，以滿足本公司未來數年的發展需要。

廠房的興建乃本集團的一項重大投資，對未來的業務發展極為重要，本集團將會以審慎的
態度並隨著市場環境的變化及本集團的發展步伐及需要作出適當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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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財務回顧

1 營業額

本集團營業額錄得約人民幣 630,300,000元（二零零七年：約人民幣 660,700,000元），較
上年微跌 4.6%。本集團在 2008年上半年業務錄得理想升幅，但由於金融風暴的影響在下
半年集中體現，從而減少各方面的開支，當中包括藥物開支及需求下降，影響了本集團的
藥品銷售。再者部份產品的監測期已過，部分廠家生產出仿製產品，令到市場被瓜分。然
而，對於本集團產品價格並未有任何負面影響。此外，2008年北方多家制藥企業的中藥
注射劑出現不良反應，中國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因而強調慎用中藥注射劑╱收緊監管
條例，使得本集團在中藥注射劑的銷售較上年度減少，但由於今年新推出蘇子油軟膠囊及
魚腥草注射液等三個新的中成藥產品共錄得營業額約為人民幣 77,000,000元，佔整體營業
額約 12.2%。總體中藥產品較去年仍然錄得 14.3%增長。

二零零八年之營業額仍然由西藥產品帶動，錄得營業額約人民幣 347,300,000元，佔整體
營業額約 55.1%，較上年下降 18.2%，（二零零七年：約人民幣 424,500,000元，佔整體
營 業額約 64.3%）。中藥產品之營業額約人民幣 269,900,000元，佔整體營業額約 42.8%，
較去年上升 14.3%（二零零七年：約人民幣 236,200,000元，佔整體營業額約 35.7%）。另
外，今年下半年新增加醫藥貿易收入錄得營業額約人民幣 13,100,000元，佔整體營業額約
2.1%。

最高銷售仍然為西藥產品諾賽注射液，其營業額為約人民幣 82,300,000元，佔整體營業額
約13.1%（二零零七年：約人民幣107,300,000元，佔整體營業額約16.2%）。而五大最高銷
售產品營業額約為人民幣 287,500,000元，佔整體營業額約 45.6%（二零零七年：約人民幣
359,900,000元，佔整體營業額約 54.5%）。

2 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毛利較上年微跌 4.6%至約人民幣 318,900,000（二零零七：約人民幣 334,200,000

元，而毛利率較上年維持約 50.6%（二零零七年：約 50.6%）。顯示集團毛利率於金融風暴
下並未做成影響。而有關銷售成本比例包括原材料、包裝物料、能源及燃料成本、直接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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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成本及其他較二零零七年同期除因為銷售量下跌而令相關金額減少外，其所佔銷售成本
比例比較均沒有重大變化。

於年內，於 2008年元旦起實施新的《勞動合同法》及國內生產成本上漲並未對集團銷售
成本溝成壓力下，毛利率得以維持之主要原因為本集團產品結構不斷優化，帶來了毛利
貢獻。此外，生產蘇子油軟膠囊等高回報及高效益的藥品品種，該等產品毛利率約為
70.0%。使本集團能於金融風暴下總體毛利率仍能維持於 50%高水平。而今年下半年新增
加醫藥貿易業務錄得毛利約人民幣 5,600,000元，毛利率約為 42.7%。

3 年內溢利

於二零零八年，年內溢利較二零零七年有所下降 23.2%至約人民幣 208,900,000元（二零零
七：約人民幣 272,100,000元）。雖然本集團在 2008年上半年業務錄得理想升幅，但由於
受到金融風暴的影響在下半年影響，令營業額有所下跌。此外，本公司國內的兩間全資附
屬公司仍獲中國所得稅兩免三減半之稅務優惠，稅項支出約人民幣 28,200,000元（二零零
七年：無），實際稅率為 11.9%（二零零七年：無）。其他原因包括本集團銷售費用增加約
308.1%至約人民幣50,200,000元（二零零七：約人民幣12,300,000元）。於本年度，本公司
國內的全資附屬公司投放約人民幣 37,000,000元作為廣告支出通過電視廣告及學術推廣，
提高「三愛」的品牌和產品知名度，使我們的產品得到社會和患者的廣泛認可，為新藥蘇
子油軟胶囊更好的推向市場做宣傳。同時該全資附屬公司聘請專業學科專家在全國各地舉
行行業人員學術推廣座談會，從而使醫生和病者都能對本集團產品的藥理、功效和優點等
有更清晰的概念，並且建立對「三愛」品牌的信任和忠誠度。

最後，本集團行政及其他費用大幅減少 44.3%至約人民幣 37,300,000元 (二零零七：約人
民幣 67,000,000元）。主要原因為去年非經常性的行政及其他費用包括因本公司股份於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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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及國際配售時有關專業費用及發行支出合共約人民幣22,200,000元（二零零八：無），以
及因人民幣對港元之匯率升值所帶來的匯率損失約人民幣 13,500,000元（二零零八年：約
人民幣 300,000元）。

4 流動資金，財政資源及資本結構

本集團維持穩健的財務狀況。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銀行結餘及現金為
約人民幣 1,086,400,000元（二零零七年：約人民幣 1,102,500,000元），短期銀行貸款為人
民幣 30,000,000元（二零零七年：人民幣 35,000,000元）。所有短期貸款均以人民幣計值，
以現行市場利率計息及須於一年內償還。本集團期內並無利用任何金融工具進行對沖。

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率（相當於短期銀行借貸對股東權益的比
率）為 2.0%（二零零七年：2.6%）。

5 外匯風險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大部分業務交易均以人民幣計值。本集團
業務從未因匯率波動而產生重大困難或負面影響。雖然本集團有若干以港元計值的銀行結
餘，但本集團採用保取的財務政策並將本集團的銀行存款主要以人民幣或港元計值。於二
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銀行債務、外匯期貨合約、利率或貨幣掉期或
其他用於對沖的金融衍生工具。因此，本集團不受任何重大利率及匯率風險影響。

6 重大收購事項及出售投資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收購事項或出售投資。

7 僱員數目及薪酬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聘用員工約 468名（二零零七年：387名）。本集團
按市場薪酬水平、個別人士資歷及表現釐定員工薪酬。薪酬待遇包括表現花紅及獲發購股
權之權利，並定期檢討。

8 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賬面淨值約人民幣 42,700,000元（二零零七年：約人民幣
6,600,000元）的傢具、固定裝置及設備中，包括約人民幣 14,000元（二零零七年：約人民
幣 18,000元）的以融資租賃方式持有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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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或然負債（二零零七年：無）。

10 資本開支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就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資本開支約人民幣
174,300,000元（二零零七年：約人民幣 19,500,000元）。

11 資本承擔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訂約但未於財務報表中撥備的資本開支約為人民
幣 11,600,000元（二零零七年：約人民幣 59,000,000元）。

12 所得款用途

首次公開發售之所得款項，扣除有關發行股份支出及般營運資本後約為人民幣
683,000,000元。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分別向兩間主要國內附屬公司福建三愛及福
州三愛注資約人民幣 230,000,000元及約人民幣 114,700,000元。注入該兩附屬公司之資金
擬用於興建及擴建褔州及建陽之新廠房及生產線。此外，約人民幣 62,000,000元已用作償
還林歐文先生為收購褔州三愛 40%權益而授出之免息股東借貸。

於二零零八年，本集團已支出約人民幣 37,000,000元通過在中國若干主要國家電視頻道投
放廣告以推廣品牌。此外，約人民幣 113,100,000元已用於建設及收購建陽工廠的製造設
備。

所得款項之餘額已存入中國之持牌商業銀行作短期存款。

股息

於年結日後，董事會決議提呈向二零零九年六月二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派付截至二零零
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每股 3.3港仙（相等於約人民幣 2.9分），該股息須待股東於即
將舉行的本公司週年股東大會上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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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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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公司已向所有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各董事確認截
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全面遵守標準守則所規定標準。

刊發全年業績公佈及年報

本公司所有通訊（包括年報、中期報告、通函、股東大會通告及股東大會投票結果）載於本公司網
站www.wuyi-pharma.com及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

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二零零九年股東週年大會將於二零零九年六月十一日（星期四）舉行，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將
按上市規則所規定的形式於適當時候刊發及寄發。

暫停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日（星期三）起至二零零九年六月十一日（星期四）（包括首尾兩天）
期間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將不會辦理股份過戶登記。如欲享有本年度建議末期股息
者，必須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二日（星期二）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將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送達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公司股份過戶登記處，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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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本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其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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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承諾會達致高標準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致使本公司及股東、客戶、僱員以至本公司的長
遠發展得到保障。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的企業管治常規守
則（「該守則」）的守則條文。確保合乎盡職、問責及事業要求。

董事會認為，除本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行政總裁」）的角色偏離守則條文第A.2.1條外，本公司股
份自二零零七年二月一日上市起一直遵守該守則。董事會考慮到，由同一人士擔任主席及行政總
裁職位，有助本公司執行業務策略，儘量提升其業務運作的效能。儘管如此，董事會須不時檢討
有關架構，並於適當情況下考慮恰當調整。董事會成員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彼等均擁有足
夠的獨立性，故董事會認為本公司已就其權益取得平衡及提供足夠保障。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遵照上市規則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並書面釐定其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由三
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每位成員貢獻其寶貴經驗，審核財務報表及評估本集團重大控制及財務
事宜。彼等均於會計專業或商界擁有豐富的管理經驗。

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責職包括審閱及監察本公司之財務申報系統、財務報表及內部監控程序。審核
委員會亦監督公司外聘核數師的任用。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
佈和中期報告及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業績公佈和年度報告已獲審核委員
會審閱，成員對此並無分岐，並向董事會推薦以待其批准。

審核委員會須每年至少舉行兩次會議。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三日，本公司舉行審核委員會會議，審
核委員會之所有成員林日昌先生（主席）、吳仁軒先生及劉軍先生均出席該會議，並於會議上審閱
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

審核委員會之職權範圍可於本公司網站www.wuyi-pharma.com 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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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已遵照上市規則成立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書面釐定其職權範圍。於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日，阮淑論先生因個人原因辭任薪酬委員會主席，於同日，林歐文先生由薪酬委員會成
員調任為薪酬委員會主席。薪酬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一名執行董事組成。董事會授權
薪酬委員會檢討本公司董事及高級管理員工的薪酬計劃及就此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薪酬委員會主要職能為協助董事會監察本公司支付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之薪酬組合、獎金及其他補
償及訂立一套具透明度的程序，以製定有關該等酬金之政策。董事會須經諮詢薪酬委員會主席後
提供充足資源，以協助彼等履行其職務。

薪酬委員會已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日召開會議，薪酬委員會成員阮淑論先生（主席），林歐文先
生、林日昌先生及劉軍先生均出席，並協助董事會檢討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之薪酬以及批准執
行董事截至二零零九年年度之薪酬組合。

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一月八日為高級管理層及僱員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作為鼓勵或獎勵以招
攬、挽留及激勵員工。

薪酬委員會之職權範圍可於本公司網站www.wuyi-pharma.com 查閱。

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已遵照上市規則成立提名委員會，書面釐定其職權範圍。提名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
事及兩名執行董事組成。

提名委員會之主要職能是審閱董事會之架構、規模及組成、物色具適合資格之人士加入董事會及
評估獨立非執行董事之獨立性。至於提名人士之獨立性及質素，提名委員會須向董事會提出推薦
建議，以確保所有任命均屬公平及具透明度。提名委員會亦負責審閱有關董事特別是主席及行政
總裁之繼任計劃。董事會須向提名委員會提供充足資源，以令其能夠履行其職責。

根據本公司之章程細則，當時最少三分一之董事（或如人數並非三之倍數，則為最接近但不少於三
分一之人數）須於本公司之每屆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席告退，惟每名董事須最少每三年輪席告退一
次。將輪席告退之董事符合資格膺選連任。

提名委員會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日舉行會議，提名委員會成員林歐文先生（主席）、林慶平先
生、林日昌先生及劉軍先生均有出席以進行董事評估，以便於本公司之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就重
選一事向董事會提出推薦建議，並審閱獨立非執行董事之獨立性。

提名委員會之職權範圍可於本公司網站www.wuyi-pharma.com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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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發進一步資料

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報載有上市規則所規定的一切適用資料，
年報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及刊載本公司網站www.wuy i -pha rma . com及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

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藉此機會感謝各股東一直以來的鼎力支持及董事會、管理層、員工及相關專業
團隊作出的寶貴貢獻。

承董事會命
武夷國際藥業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林歐文
香港，二零零九年四月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當日，董事會的董事包括3名執行董事，分別為林歐文先生（主席）、林慶平先生及許
朝暉先生，2名非執行董事，分別為唐彬先生及王陽先生以及 3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吳仁軒
先生、劉軍先生及林日昌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