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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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代號：1889）

中期業績公告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武夷國際藥業有限公司（「武夷藥業」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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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未經審核綜合中
期業績，連同二零一四年同期的比較數字。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4 244,602 232,908
銷售成本  (180,808) (182,357)
   

毛利  63,794 50,551
其他收入及淨收益  1,714 92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及土地使用權收益淨額 9 34,962 –
分銷成本  (22,094) (32,620)
行政及其他經營費用  (23,435) (21,147)
融資成本 5(a) (1,105) (501)
   

除稅前溢利╱（虧損） 5 53,836 (2,796)

所得稅 6 (18,718) (29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虧損）  35,118 (3,094)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 –
   

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全面總收益╱（虧損）  35,118 (3,094)
   

每股盈利╱（虧損）
 －基本及攤薄 8 人民幣 2.1分 人民幣 (0.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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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政狀況表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808,807 812,666
 土地使用權 9 53,253 59,041
 無形資產  – –
 遞延稅項資產  60,074 64,262
   

  922,134 935,969
   

流動資產
 存貨  48,889 29,195
 貿易應收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102,283 138,41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1 551,743 480,461
   

  702,915 648,073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12 74,811 97,427
 有抵押銀行貸款 13 35,000 15,000
 當期稅項  14,188 3,898
   

  123,999 116,325
   

流動資產淨值  578,916 531,74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501,050 1,467,717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4,545 16,330
   

資產淨值  1,486,505 1,451,387
   

權益
 股本 14 17,098 17,098
 儲備  1,469,407 1,434,28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總權益  1,486,505 1,451,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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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1. 一般資料

武夷國際藥業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第 22章（一九六一年第三條法例，經綜合及經修訂）註
冊成立為受豁免有限公司並作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其股份於二零零七年二月一日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聯交所」）主板上市。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的地址分別為 4╱F., Willow House, Cricket Square, 

P.O. Box 2804, Grand Cayman KY1-1112, Cayman Islands及香港灣仔港灣道18號中環廣場28樓2805室。本公司
主要附屬公司的主要業務為從事醫藥產品開發、製造、市場推廣及銷售。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並四拾五入至千元，惟每股資料除外。人民幣為本公司之功能
貨幣及本集團之呈列貨幣。

2. 會計政策之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下列於本集團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之修訂：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之修訂 定額福利計劃：僱員供款

概無有關變動對本集團本期間或過往期間已編製或已呈列的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不利影響。本集團並無採用於
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任何新準則或詮釋。

3. 分類資料

本集團根據本集團行政總裁（首席營運決策人）用作決策所審閱的內部報告釐訂其業務分類。

本集團按業務劃分管理其業務。本集團僅有一個須申報經營分類，即關於進行醫藥產品開發、製造、市場推廣
及銷售，故並無呈列任何經營分類資料。此外，由於本集團來自外界客戶之收益及大部份非流動資產位於中
國，故並無呈列任何地區資料。

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概無與單一外部客戶進行之交易收益佔本集團總收
入 10%或以上。

4. 收益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藥品開發、製造、市場推廣及銷售。

收益指經由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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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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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銷售藥品 244,602 232,908
  

5. 除稅前溢利╱（虧損）

除稅前溢利╱（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項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a) 融資成本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的銀行借貸利息 1,105 501
  

b) 員工成本

董事及行政總裁酬金 1,537 1,528

其他員工成本
 －定額供款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2,296 2,219

 －工資、薪資及其他福利 18,088 16,321
  

員工成本總額 *# 21,921 20,068
  

c) 其他項目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 21,343 29,523

土地使用權的攤銷 713 715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1,326 (19)

就租賃物業支付的經營租約租金 677 584

研發成本 * 622 946

存貨成本 # 180,808 182,357

銀行利息收入 (914) (902)
  

# 存貨成本包括與員工成本及折舊有關的人民幣 23,778,000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人
民幣 33,369,000元），該金額亦包括於上文單獨披露的各項費用總金額。

* 研發成本包括與員工成本及折舊有關的人民幣 596,000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人民
幣 902,000元），該金額亦包括於上文單獨披露的各項費用總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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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當期稅項－中國企業所得稅 13,815 2,576

遞延稅項 4,903 (2,278)
  

 18,718 298
  

a)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中國企業所得稅乃根據中國相關法律及法規就應課稅溢利按適
用稅率 25%（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25%）計算。

b) 由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在香港並無應課稅溢利（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期間：無），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c)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概無重大未確認遞延稅項資產或負債。

7. 股息

本公司董事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期間：無）。

8. 每股盈利╱（虧損）

a)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根據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人民幣 35,118,000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期間：虧損約人民幣 3,094,000元）以及期間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709,772,500股（截至二
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1,709,772,500股普通股）計算。

b) 每股攤薄盈利╱（虧損）

由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兩個期間並無發行在外的攤薄潛在普通股，每股攤
薄盈利╱（虧損）等於每股基本盈利╱（虧損）。

9. 物業、廠房及設備及土地使用權之變動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約人民幣50,407,000元、在建工程約人
民幣 3,500,000元及轉撥在建工程約人民幣 8,100,000元至物業、廠房及設備（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期間：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約人民幣530,000元、在建工程成本變動引致的調整約人民幣374,000元及轉撥在
建工程約人民幣 804,978,000元至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出售賬面值分別為人民幣 36,453,000元及人民幣 5,074,000元
的物業、廠房及設備及土地使用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無），以致出售收益人民幣 34,962,000

元（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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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應收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 101,827 138,103
  

貸款及應收款項 101,827 138,103

按金 456 314
  

 102,283 138,417
  

本集團一般向其客戶授予 60天（二零一四年：60天）信貸期。按發票日期呈列的貿易應收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賬齡
0至30日 52,836 70,774

31至60日 48,991 67,329
  

 101,827 138,103
  

管理層緊密監察貿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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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近期無拖欠歷史的多名
客戶有關。本集團並未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及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貿易應收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逾期或減
值。

1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包括銀行及手頭現金。期內，本集團銀行存款按年利率零至 0.35%（二零一四年：零
至 0.35%）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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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應付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項
 －一間關連公司* 490 943

 －其他 55,579 61,112
  

 56,069 62,055

應付一名關連人士款項 # 286 408

應付的酬金及福利 1,483 8,901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應付款項 3,650 6,339

應計費用 4,247 6,974

其他應付款項 422 1,352
  

按攤銷成本計算之金融負債 66,157 86,029

其他應付中國稅項 8,654 11,398
  

 74,811 97,427
  

* 關連公司為福州宏宇包裝工業有限公司（「福州宏宇」），乃由林歐文先生控制的公司，而林歐文先生為本公
司的董事、行政總裁及股東。相關淨額無抵押、免息及須按要求償還。

# 該關連人士為林慶祥先生（林歐文先生及林慶平先生的胞兄╱弟）。林歐文先生為本公司行政總裁、董事及
股東，而林慶平先生為本公司董事及股東。相關淨額無抵押、免息及須按要求償還。

以發票日期為基礎的貿易應付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賬齡
0至30日 19,660 44,532

31至60日 36,409 17,523
  

 56,069 62,055
  

13. 有抵押銀行貸款

有抵押銀行貸款的賬面值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有抵押銀行貸款 35,000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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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計息銀行貸款須於一年內償還並按攤銷成本入賬。應
付款項按相關貸款協議訂明的計劃償還日期償還。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賬面值淨額約為人民幣 37,342,000元（二零一四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人民幣37,787,000元）的土地使用權及賬面淨值約為人民幣56,065,000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零）的物業、廠房及設備已抵押予銀行作為銀行貸款的抵押。銀行貸款按固定年利率分別為 6.4%及 6.6%（二
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9%）計息及須於一年內償還。於全數償還貸款後，抵押將獲解除。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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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3,200,000,000 32,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1,709,772,500 17,098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及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簡明綜合財政狀況表顯示 17,098 17,098
  

15. 資本承擔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已訂約但未於財務報表撥備的資本開支
 －收購無形資產 8,100 8,100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 – 3,500
  

 8,100 1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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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回顧二零一五上半年，中國醫藥行業延續二零一四年增長放緩的態勢。一方面，部分省級招標引
致藥價下行壓力增加，另一方面，原材料、包裝原料、以及勞動力的高成本情況持續，藥企面臨
嚴峻挑戰。本集團於二零一五上半年持續鞏固現有藥品業務和市場的策略，並加強薄利多銷，注
重農村市場的滲透。位於海西工貿開發區的新廠房仍然處於磨合階段，預計於未來兩至三年內達
致計劃產能。

正如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四日的正面盈利預告公告中披露，公司已於上半年完成出售由
全資附屬公司福州三愛藥業有限公司（「福州三愛」）所擁有的土地使用權及物業、廠房及設備，審
閱後出售淨收益約人民幣 35,000,000元。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營業額較去年同期上升約 5.0%至約人民幣
244,600,000元（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 約人民幣 232,900,000元），主要受惠於期內廉價藥物銷
售情況較為理想。而整體毛利約人民幣 63,800,000元，較去年同期上升約 26.1%，毛利率約為
26.1%。毛利改善的主要原因在於物業、廠房及設備於去年下半年約人民幣 44,800,000元之一次
性減值後及出售部份土地使用權及物業、廠房及設備，令物業、廠房及設備等非流動資產淨值減
少，令本期間銷售成本中折舊支出大幅下跌約人民幣 10,800,000元。

於回顧期內，受惠於出售土地使用權及物業、廠房及設備淨收益，本集團錄得溢利約為人民幣
35,100,000元（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虧損約人民幣 3,100,000元）。

主要產品發展

蘇子油軟膠囊

本集團的重點產品蘇子油軟膠囊，有助降低膽固醇，減少低密度脂蛋白並增加高密度脂蛋白，于
治療高血脂方面效果明確且副作用輕微。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營業額達到約
人民幣 20,300,000元，佔集團營業額約 8.3%，比去年同期微趺約 3.8%，銷售額仍能保持穩定。
（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約人民幣 21,100,000元，佔整體營業額約 9.1%）。蘇子油軟膠囊於二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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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九年起第一次進入省醫保目錄，以福建為首，陸續進入了山西、內蒙、以及新疆的醫保目錄。
本集團將繼續推動蘇子油軟膠囊進入全國醫保目錄，預期進入醫保目錄後銷量可進一步提升。

五百毫升複方氨基酸注射液

營業額約人民幣 13,000,000元，比去年同期上升約 25.0%，佔集團總體銷售約 5.3%。（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約人民幣 10,400,000元，佔整體營業額約 4.5%）。

諾賽肽注射液

諾賽肽注射液於二零一五年上半年營業額達到約人民幣14,900,000元，較去年同期下降約55.0%，
佔集團總營業額約 6.1%（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約人民幣 33,100,000元，佔整體營業額約
14.2%）。由於市場競爭十分激烈，本產品佔集團的營業額比例有所下降。

二毫升複方當歸注射液

二毫升複方當歸注射液為集團主要產品當中，上半年增長較佳的產品。營業額達到約人民幣
11,100,000元，比去年同期大幅上升約 226.5%，佔集團總體銷售約 4.5%，增長主要由價格於二零
一五年上半年上調約19.5%帶動。（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約人民幣3,400,000元，佔整體營業額
約 1.5%）。

二毫升柴胡注射液

柴胡注射液於二零一三年下半年推出，銷量穩步增長，過去上半年，本集團致力於提及其產量，
以把握其銷量增長，提高整體營業額。二零一五上半年營業額達到約人民幣 8,000,000元，比
二零一四年同期大幅上升約 95.1%，佔整體營業額約 3.3%（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約人民幣
4,100,000元，佔整體營業額約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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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產品

本集團另一產品香丹注射液用於治療腦血管疾病，價格於同類藥品之中較有競爭力，因此其農村
覆蓋率迅速提升。用於心腦血管疾病的療效優秀，以價格相宜的優勢佔領農村市場份額。期內十
毫升之產品錄得營業額約人民幣 11,000,000元，佔整體營業額約 4.5%，佔比因農村覆蓋率增加而
顯著提升。（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約人民幣 5,700,000元，佔總營業額約 2.4%）。

新藥研發

二零一五年上半年，公司根據市場狀況及行業環境，謹慎控制新藥研發開支，穩步推進新藥專
案。蘇子油軟膠囊新療效研究、脂肪肝臨床研究、以及抗肝炎複方肝膽片繼續按照原定時間表穩
步進展。目前中國等待審批新藥專案積壓較多，審批進度緩慢，整體行業新研發前景不明朗。公
司配合行業方向，在審批前景明朗化前，將暫停於研發上投入新資金。本公司會密切關注審批動
向，當有新的情況出現，本公司會進行進一步投資決定。

公司另一新產品甲璜酸帕珠沙星注射液，於回顧期內仍然處於審批過程中。

藥品代理銷售

福建省三愛醫藥貿易有限公司於期內代理了七種藥品，主要在福建、浙江、江蘇、遼寧和北京五
個省市進行銷售。期內實現銷售收入約人民幣 6,200,000元，佔本集團整體營業額約 2.5%（二零
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約人民幣 6,100,000元，佔整體營業額約 2.6%）。

銷售網路及市場推廣

本集團的銷售網路遍佈全國的 21個重點省、市、自治區及直轄市，主要覆蓋國內東部沿海富裕城
市及東北部地區，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藥物經銷商有57個，與二零一四年比較少了2個經
銷商。本集團未來將繼續積極開拓具需求增長潛力的農村市場。上半年農村的營業額佔集團總體
約 14.0%，達約人民幣 34,300,000元（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約人民幣 22,400,000元，佔整體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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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額約9.6%），比二零一四年同期大幅上升約53.1%。主要受惠於新廠區普藥產能加大，更能滲透
注重醫保的農村市場。未來亦會致力於開拓農村市場，提升普藥銷量。

於二零一五年上半年，本集團進一步大幅縮減廣告資源投放，縮減廣告開支至約人民幣 9,300,000

元（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約人民幣 20,800,000元）並投放到其他效益更顯著的地方。本集團仍
然會持續參與新藥推介會、學術專場推介會和藥交會等，來推廣各種藥品的優勢。

前景展望及未來發展

隨著經濟發展，健康意識提高，人口老化持續，中國醫療市場不斷擴大。今年以來，中央積極推
動醫療改革，關於推動社會辦醫、鞏固基本藥物制度、及規範藥品流通等政策頻頻出臺，其中《關
於做好常用低價藥品供應保障工作意見》，提出改進低價藥品價格管理方式，有利於提高企業生產
低價藥品的積極性，同時提高藥品品質。在需求帶動及政策紅利的雙重利好下，社會對醫藥產品
的需求與日俱增。

另一方面，行業門檻不斷提升、監管措施越趨嚴格，將加速醫藥行業整合，具備綜合營運實力的
製藥企業，將迎來更多發展機遇。憑藉卓越的市場行銷能力及優質的產品資源，本集團將受惠於
行業整合，並透過推進穩健的發展策略，繼續拓展農村及城市社區市場，把握新型農村合作醫療
等基層醫療服務的發展機遇。

充分利用現金資金儲備 收購優質醫藥行業相關項目

本集團因應中國有關當局調整城巿規劃及工業發展的措施，於二零一五年上半年出售福州三愛所
擁有的土地及物業。出售事項讓本集團獲得淨收益約人民幣 35,000,000元，此舉能有助本集團更
進一步提升資金儲備。同時本集團正考慮在未來利用充裕資金儲備的優勢，積極物色收購優質的
醫藥相關項目，以提升集團的盈利能力及增加利潤，相信有助集團長遠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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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政策優勢 持續提升新廠房營運

本集團於褔建省海西工貿區的新廠房（「新廠房」）於二零一四年二月投產後，順利進入磨合期，並
在新版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GMP」）認證下生產。由於未能通過新版GMP認證的生產企
業必須停止生產，新GMP認證的新廠房將成為保持行業優勢地位的基礎。另外，新廠房預料於二
零一五年九月接收原福州三愛的產能，集團將在新廠房配備更齊備的設施改善生產效益，以儘快
達致全面產能，體現新廠房在新形勢下的優勢。

剛於 2015年 7月 20日福建省藥品招標小組發佈《福建省醫療機構新一輪藥品集中採購實施方案
（2015年修訂版徵求意見稿）》，其中規定，除其他事項外，常用基礎輸液的定點生產及採購將按
《福建省醫療機構基礎輸液「統一價格、定點生產、掛網採購、直接結算」工作實施方案》進行。

目前福建省僅有三家藥廠同時具備玻瓶、塑瓶、軟袋生產能力，本集團其下全資附屬公司福州三
愛藥業有限公司是為中之一家。集團計劃積極爭取此項政策，利用政策優勢和產能優勢，加快發
展常用基礎輸液產品的產銷工作。

深入農村市場　加強衛生院供應

隨著包括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在內的全民覆蓋的醫保體系的建立，以及保障和報銷水平的不斷提
高，將進一步釋放包括農村居民的潛在醫療需求。本集團將把握這個時機，緊跟國家醫改及新農
合的最新形勢，加強衛生院供應以及縣級醫藥公司對社區及農村市場的滲透。

總括而言，中國醫藥行業機遇與挑戰並存，本集團將審時度勢，應因市場需要，推廣現有產品及
爭取新產品進入醫保目錄，同時透過嚴謹的內控和高效的管理，提高盈利，為本集團的合作夥伴
和本公司股東創造更可觀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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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1. 收益（「營業額」）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為持續鞏固現有藥品業務和市場的發展，透過加強薄利多銷及注重農村
市場的銷售策略。整體營業額錄得約人民幣 244,600,000元（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約人民
幣 232,900,000元），較去年同期輕微上升約 5.0%。

上半年之營業額仍然由西藥產品帶動，西藥產品錄得營業額約人民幣 123,500,000元，佔整體
營業額約50.5%，較去年同期輕微下跌約1.8%（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約人民幣125,800,000

元，佔整體營業額約54.0%）。中成藥產品之營業額約人民幣114,900,000元，佔整體營業額約
47.0%，較去年同期上升約 13.8%（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約人民幣 101,000,000元，佔整體
營業額約 43.4%）。西藥產品與中成藥產品營業額之相差之比例與去年同期比較進一步減少。
而醫藥貿易業務之營業額錄得約人民幣 6,200,000元，佔整體營業額約 2.5%（二零一四年六月
三十日：約人民幣6,100,000元，佔整體營業額約2.6%），較去年同期營業額輕微上升約1.6%。

本集團旗下重點產品蘇子油軟膠囊雖然已分別獲福建、山西、內蒙古及新疆省批准進入省醫
保目錄及仍處於監測保護期內。然而，由於仍未獲批准進入國家醫保目錄，銷售情況受到一
定影響。於回顧期內，該產品錄得銷售約人民幣 20,300,000元，佔整體營業額約 8.3%，較去
年同期輕微下跌約 3.8%（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約人民幣 21,100,000元，佔整體營業額約
9.1%），百分比與去年同期輕微減少。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最高銷售額之產品仍然為西藥產品諾賽肽注射液，其營業額約為人民幣
14,900,000元，佔整體營業額約 6.1%（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約人民幣 33,100,000元，佔整
體營業額約 14.2%）。由於市場競爭十分激烈，本產品佔集團的營業額比例較去年同期下降約
55.0%。而五大最高銷售產品之營業額約人民幣 74,700,000元，佔整體營業額約 30.5%（二零
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約人民幣 91,600,000元，佔整體營業額約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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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毛利及毛利率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毛利較去年同期上升約 26.1%至約人民幣 63,800,000元（二零一四年六月
三十日：約人民幣 50,600,000元），而毛利率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約 4.4百分點，至約 26.1%

（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約 21.7%）。毛利率上升之主要原因為以下兩方面：

1) 銷售成本內之折舊支出大幅減少：於回顧期內，本集團出售部份土地使用權及物業、廠房
及設備及於去年下半年約人民幣 44,800,000元之一次性減值，令物業、廠房及設備等非流
動資產淨值減少，因此本期間銷售成本中折舊支出大幅減少約人民幣 10,800,000元；及

2) 銷售方面：部份藥品如二毫升複方當歸注射液可上調銷售價格。令整體毛利率有所改善。

除折舊支出，其他銷售成本比例包括原材料、包裝物料、能源及燃料成本、直接勞動及其他
較去年同期除因銷售上升而令相關銷售成本金額上升外，其所佔銷售成本比例比較均沒有重
大變化。

3. 期內溢利

於回顧期內，受惠毛利改善及出售集團部份土地使用權及物業、廠房及設備淨收益約人民幣
35,000,000元，集團錄得溢利約人民幣 35,100,000元（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虧損約人民幣
3,100,000元）。較二零一四年同期大幅上升約 1,232.3%。

分銷成本下調約 32.2%約人幣 22,100,000元（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約人民幣 32,600,000

元）。於回顧期內，本集團國內三所全資附屬公司相關廣告宣傳及推廣費用支出合共約人民幣
9,300,000元，較去年同期下跌約 55.3%（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約人民幣 20,800,000元）。
集團從去年起進一步大幅縮減廣告資源投放，並投放到其他效益更顯著的地方。本集團仍然
會持續參與新藥推介會、學術專場推介會和藥交會等，來推廣各種藥品的優勢。

於回顧期內，行政及其他營運費用跟去年同期比較上升約 10.9%至約人民幣 23,400,000元（二
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約人民幣 21,1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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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本集團稅項支出共約人民幣 18,700,000元（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約人民幣 298,000

元），實際稅率約 34.8%（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約 (10.6)%）。其中包括需要為國內三間全
資附屬公司就未分配利潤撥備預提遞延所得稅，該遞延所得稅支出約人民幣 700,000元（二零
一四年六月三十日：遞延所得稅抵免約人民幣 2,300,000元）。

4. 流動資金、財政資源及資本結構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人民幣 551,700,000元（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480,500,000元）。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抵押銀行
貸款約人民幣 35,000,000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15,000,000元）由物業、
廠房及設備及土地使用權抵押。該貸款以人民幣計值、按固定年利率分別為 6.4%及 6.6%（二
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9%）計息及須於一年內償還。本集團繼續維持穩健之財務狀況，
同時保持低資產負債比率及穩健之現金流。本集團之經營活動產生現金流入淨額約人民幣
28,900,000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約人民幣11,700,000元）。於回顧期內，本
集團並無運用任何金融工具作對沖用途。

本集團運用資產負債比率檢討資本架構。資產負債比率指本集團之總負債（包括貿易應付款項
及其他應付款項及有抵押銀行貸款）除本集團之總權益。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之債
項與股權比率為約 7.4%（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7.7%）。

5. 匯率波動風險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之業務交易主要以人民幣進行。本集團從未因貨幣匯率波動而遭遇重大
困難或承受負面影響。儘管本集團有若干港元銀行結餘，但本集團實行審慎的理財政策，大
部分銀行存款為人民幣及港元。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沒有任何銀行負債、外匯
期貨合約、外匯利息或外匯掉期或其他用作對沖的金融衍生工具。因此，本集團並無任何重
大利率及匯兌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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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重要收購及出售投資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並無任何重要收購及出售投資，除其中一間全資附屬公司向獨立第三方
出售土地使用權及物業、廠房及設備外（總代價及出售之淨收益分別為人民幣 76,000,000元及
人民幣 35,000,000元）外。有關出售之進一詳情披露於本公司日期二零一五年二月二日之公佈
內。

7. 僱員數目及薪酬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聘用僱員約為442名（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45名僱
員），員工成本約為人民幣 21,900,000元（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 20,100,000元）。本
集團按現行市場薪酬水平、個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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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作定期檢討。

8. 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將約人民幣 93,400,000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 37,800,000元）集團資產包括土地使用權及物業、廠房及設備作為本集團有抵押銀行貸
款人民幣 35,000,000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15,000,000元）之抵押。

9.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或然負債（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10. 資本開支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有關物業、廠房及設備於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就建設及開發位於福建
省自用的現有工廠的資本開支約為人民幣 50,400,000元（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約人民幣
530,000元）。

11.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已訂約但尚未於財務報表中撥備的資本開支約人民幣
8,100,000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11,6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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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
日：無）。因此，本公司並無建議暫停辦理股份登記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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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此外，本公司已向
所有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各董事確認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已全面遵守
標準守則所規定標準。

於二零一五年首六個月的任何時間，概無向任何董事或彼等各自的配偶或未成年子女授出可藉購
買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的股份或證券而獲取利益之權利，或彼等並無行使任何有關權利；
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亦無參與任何安排，致使董事、彼等各自的配偶或未成年子女獲得任
何其他法人團體之有關權利。

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第 3.10(1)、3.10(2)及 3.10A條之規定，委任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其中一
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具有財務管理專長，彼等之履歷載於本公司二零一四年年報。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所有股東於二零零七年一月八日以通過決議案方式採納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截至二零
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根據該購股權計劃授出或行使任何購股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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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企業管治常規，以使本公司股東、客戶、僱員的利益以及本公司的長
遠發展得到保障。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全面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
守則（「該守則」）所載守則條文，確保本公司合乎盡職、問責及專業要求。

董事會認為，除本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行政總裁」）的角色偏離該守則第A.2.1條外，於截至二零
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已遵守該守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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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量提升其業務運作的效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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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調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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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已審閱本公司採納之會計原則及常規，並討論審核、內
部監控及財務申報等事宜。於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本公司召開審核委員會會議並於會上審
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薪酬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一名執行董事組成，負責審閱及釐定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之適
當薪酬政策，及不時向董事會提供推薦建議。

提名委員會

提名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兩名執行董事組成，負責釐定物色具適合資格之候選人之基
準、審閱董事會之董事委任提名及就任何建議之變動向董事會作出推薦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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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目審閱

本公告內有關財務資料之披露事項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規定。審核委員會已聯同本公司之外
聘核數師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 2410號「實體獨立
核數師審閱中期財務資料」，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
中期財務報表。

刊登中期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

二零一五年中期報告將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將刊登於本公司網站www.wuyi-pharma.com及聯交
所網站www.hkexnews.hk。

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對管理層團隊及所有其他僱員的努力及熱誠，致以真誠的謝意。彼等的卓越
表現及承擔對提高本公司的持續發展起著關鍵作用。

最後，本人藉此機會感謝各股東及所有其他利益相關者一直以來的鼎力支持及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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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的董事包括3名執行董事，分別是林歐文先生（主席）、林慶平先生及許朝暉
先生，3名非執行董事，分別是唐彬先生、王陽先生及聞俊銘先生以及 3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
是劉軍先生、林日昌先生及杜建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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