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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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任何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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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455）

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摘要
收入約為262,300,000港元（去年同期：約265,900,000港元），輕微下跌1.4%。

毛利率為78.6%（去年同期：81.3%），輕微減少2.7個百分點。

母公司股東應佔溢利約為2,600,000港元（去年同期：約2,500,000港元），上升4.2%。

本集團之財務狀況維持穩健，銀行結餘及現金約為352,800,000港元（2019年3月31 
日：約393,200,000港元）。

天大藥業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
集團或天大藥業）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上半年度或本報告期）的未經審核
綜合業績連同2018年同期（去年同期）的比較數字。該等業績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
會審閱。

本集團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及其它全面收益表、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
狀況表及下文呈列之解釋附註乃摘錄自本集團本報告期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
財務報表，而該等資料由本公司的獨立核數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根據香港會計師
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 “實體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資料的審閱” 
進行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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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它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附註 2019年 2018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4 262,252,077 265,921,858
銷售成本 (56,247,646) (49,656,328)

毛利 206,004,431 216,265,530
其它收入、收益及虧損 5,757,110 8,159,682
銷售及分銷支出 (163,372,722) (178,012,481)
行政支出 (36,503,395) (31,351,232)
融資成本 (172,299) –

除稅前溢利 5 11,713,125 15,061,499
所得稅支出 6 (4,396,270) (5,301,618)

本期間溢利 7,316,855 9,759,881

其它全面收益

於往後期間不會重新分類為損益之 
其它全面虧損：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它全面收益之 
金融資產之公允價值變動 (5,487,959) (3,688,470)

於往後期間或會重新分類為損益之 
其它全面虧損：
換算財務報表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43,002,298) (76,691,118)

本期間其它全面虧損 (48,490,257) (80,379,588)

本期間全面虧損總額 (41,173,402) (70,619,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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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附註 2019年 2018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應佔溢利：
母公司股東 2,605,704 2,501,615
非控股權益 4,711,151 7,258,266

7,316,855 9,759,881

應佔全面（虧損）╱收益總值：
母公司股東 (43,768,382) (73,736,403)
非控股權益 2,594,980 3,116,696

(41,173,402) (70,619,707)

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 7 0.12港仙 0.12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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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9年9月30日

附註
2019年

9月30日
2019年

 3月31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117,157,854 95,560,915
使用權資產 42,944,561 –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 38,248,463
商譽 98,769,857 104,827,352
其它無形資產 24,745,974 28,486,293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按金 1,762,769 160,260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它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 3,502,688 8,990,647

非流動資產總值 288,883,703 276,273,930

流動資產
存貨 55,665,046 48,776,986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10 93,042,840 78,289,710
預付款項及其它資產 21,331,158 8,836,915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 863,203
結構性存款 – 57,954,216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343,477,749 384,908,930

513,516,793 579,629,960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出售組別之資產 134,556,566 140,864,684

流動資產總值 648,073,359 720,494,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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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2019年

9月30日
2019年

 3月31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1 31,889,367 31,801,584
其它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99,956,406 106,352,836
租賃負債 5,073,977 –
應付一間關連公司款項 820,423 690,501
應付股息 2,734,883 17,009,531
應付稅項 5,141,252 7,757,339

145,616,308 163,611,791

與分類為持作出售之資產直接有關之負債 14,139,440 14,551,017

流動負債總額 159,755,748 178,162,808

流動資產淨值 488,317,611 542,331,83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777,201,314 818,605,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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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9月30日

2019年
 3月31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1,394,042 –
遞延收入 446,940 531,247
遞延稅項負債 7,932,850 7,108,589

非流動負債總額 9,773,832 7,639,836

資產淨值 767,427,482 810,965,930

權益
母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股本 215,004,188 215,004,188
儲備 516,064,969 562,198,397

731,069,157 777,202,585

非控股權益 36,358,325 33,763,345

權益總額 767,427,482 810,965,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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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
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
報告編製。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未包含年度財務報表所需之所有資料及披露，應與本集團截至
2019年3月31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覽。

2. 主要會計政策變動

除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而對本期間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首次生效之以下新訂及經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外，編製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
截至2019年3月31日止年度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應用者一致：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修訂 具有負值補償特點之預付款項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之修訂 計劃修訂、削減或結算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長期權益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23號

有關所得稅處理法之不確定性

2015年至2017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之修訂

除下文所述有關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及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
釋第23號有關所得稅處理法之不確定性之影響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與本集團之中期簡明
綜合財務資料之編製無關。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性質及影響敘述如下：

(a)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
員會）－ 詮釋第4號釐定安排是否包括租賃、香港（常務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5號經營
租賃－優惠及香港（常務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7號評估涉及租賃法律形式交易之實質
內容。該準則載列確認、計量、呈列及披露租賃之原則，並要求承租人就所有租賃按
單一資產負債表模式入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大致沿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內
出租人之會計處理方式。出租人將繼續使用與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類似之原則將租賃
分類為經營租賃或融資租賃。因此，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對本集團作為出租人之
租賃並無任何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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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已採納經修訂追溯方法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於2019年4月1日首次應
用）。根據此方法，追溯應用準則將對首次採納之累計影響作為對2019年4月1日財務狀況表
期初結餘之調整，而2019年3月31日之比較資料並無重列且繼續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呈報。

租賃之新定義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倘合約為換取代價而授予在一段期間內已識別
資產之使用控制權，則該合約為租賃或包含租賃。倘客戶有權從使用可識別資產中獲
取絕大部分經濟利益及有權主導已識別資產之使用，則表示擁有控制權。本集團選擇
使用過渡可行權宜方法，僅在首次應用日期對先前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及香港（國
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4號識別為租賃之合約應用該準則。根據香港會計準
則第17號及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4號未有識別為租賃之合約並未
予以重新評估。因此，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租賃定義僅應用於2019年4月1日或
之後訂立或變更之合約。

在包含租賃組成部分之合約開始時或獲重新評估時，本集團將該合約之代價分
配至各租賃組成部分及非租賃組成部分（以其獨立價格為基準）。承租人可採用可行權
宜方法（而本集團已採用此方法）不將非租賃組成部分分開，而將租賃組成部分與相關
之非租賃組成部分（如物業租賃之物業管理服務）作為一項單一租賃組成部分入賬。

作為承租人－先前分類為經營租賃之租賃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影響性質

本集團擁有多項物業之租賃合約。作為承租人，本集團先前按租賃是否評估為
已將其資產所有權之絕大部分回報及風險轉予本集團，將租賃分類為融資租賃或經營
租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本集團就所有租賃應用單一之方法確認及計量
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惟就低價值資產租賃（按個別租賃基準選擇）及短期租賃（按
相關資產類別選擇）選擇豁免。本集團已選擇不就(i)低價值資產租賃（如筆記型電腦及
電話）；及(ii)於生效日期租賃期為12個月或以下之租賃確認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取
而代之，本集團將有關該等租賃之租賃付款在租賃期內按直線法確認為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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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渡之影響

於2019年4月1日之租賃負債按剩餘租賃付款之現值確認（使用於2019年4月1日之
增量借貸利率貼現並在財務狀況表中單獨呈列）。

大部份租賃之使用權資產按租賃負債之金額計量，並以任何與緊接2019年4月1日
前在財務狀況表確認之租賃有關之預付或應計租賃付款之金額予以調整。所有該等資
產均於該日期按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作減值評估。本集團選擇在財務狀況表內獨立呈
列使用權資產。此包括過往確認為經營租賃項下之39,111,666港元租賃資產乃從預付土
地租賃款項重新分類。

於2019年4月1日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時，本集團已使用以下選擇性可行
權宜方法：

• 對租賃期由首次應用日期起12個月內終止之租賃應用短期租賃豁免

• 對具備合理相若特點之租賃組合應用單一貼現率

於2019年4月1日因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所產生之影響如下：

增加╱（減少）
港元

（未經審核）

資產
使用權資產增加 48,063,196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減少 (39,111,666)

資產總值增加 8,951,530

負債
租賃負債增加 8,951,530

負債總額增加 8,951,530



10

於2019年4月1日之租賃負債與於2019年3月31日之經營租賃承擔對賬如下：

港元
（未經審核）

於2019年3月31日之經營租賃承擔 9,634,086
於2019年4月1日之加權平均增量借貸利率 4.35%

於2019年4月1日之貼現經營租賃承擔 9,254,051
減：與短期租賃及剩餘租賃期在2020年3月31日或之前屆滿之 

租賃相關承擔 (302,521)

於2019年4月1日之租賃負債 8,951,530

新會計政策概要

自2019年4月1日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起，截至2019年3月31日止年度之年
度財務報表所披露有關租賃之會計政策由以下新會計政策取代：

使用權資產

使用權資產在租賃生效日期確認。使用權資產按成本減任何累計折舊及任何減
值虧損計量，並就任何租賃負債之重新計量作出調整。使用權資產之成本包括已確認
之租賃負債金額、已產生之初始直接成本及在生效日期或之前作出之租賃付款減任何
已收取之租賃優惠。除非本集團合理確定將在租賃期屆滿時取得租賃資產之所有權，
否則已確認之使用權資產在其估計可使用年期或租賃期（以較短者為準）內按直線法
計提折舊。當使用權資產符合投資物業之定義時，其計入投資物業中。相應之使用權
資產初步按成本計量，其後根據本集團之 “投資物業” 政策按公允價值計量。

租賃負債

租賃負債於租賃生效日期以租賃期內租賃付款之現值確認。租賃付款包括固定
付款（包括實質固定付款）減任何應收租賃優惠、基於指數或利率之可變租賃付款及剩
餘價值擔保下之預期支付款項。租賃付款亦包括合理確定將由本集團行使之購買權之
行使價及為終止租賃而支付之罰款（倘租賃期反映本集團正行使終止權）。並非基於指
數或利率之可變租賃付款將在導致付款之事件或條件所發生期間確認為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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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計算租賃付款之現值時，倘租賃中隱含之利率不易釐定，則本集團採用在租
賃生效日期之增量借貸利率。在生效日期之後，租賃負債之金額予以增加以反映利息
之累增，並就已作出之租賃付款予以減少。此外，如有修改、租賃付款日後因指數或
利率變動出現變動、租賃期發生變化、實質固定租賃付款變化或購買相關資產之評估
變化，則租賃負債之賬面值會重新計量。

於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及損益中確認之金額

本集團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之賬面值以及於期內之變動如下：

使用權資產

土地
辦公室及

倉庫 總計 租賃負債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於2019年4月1日 39,111,666 8,951,530 48,063,196 (8,951,530)
折舊支出 (421,604) (2,526,578) (2,948,182) –
利息開支 – – – (172,299)
付款 – – – 2,629,571
匯兌調整 (2,163,535) (6,918) (2,170,453) 26,239

於2019年9月30日 36,526,527 6,418,034 42,944,561 (6,468,019)

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確認來自短期租賃之租賃開支503,867港元。

(b)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3號處理倘稅項處理涉及影響香港會計準則
第12號之應用之不確定性（通常被稱為 “不確定稅務狀況”），則該詮釋闡明該情況下之
所得稅（即期稅項及遞延稅項）會計處理方法。該詮釋不適用於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範
圍外之稅項或徵稅，尤其亦不包括與不確定稅項處理相關之權益及處罰相關規定。詮
釋具體處理(i)實體是否個別考慮不確定稅項處理；(ii)實體對稅務機關之稅項處理檢查
所作之假設；(iii)實體如何釐定應課稅溢利或稅項虧損、稅基、未動用稅項虧損、未動
用稅收抵免及稅率；及(iv)實體如何考慮事實及情況變動。該詮釋對本集團之中期簡明
綜合財務資料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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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分部資料

本公司為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部表現而向本公司董事總經理（即主要營運決策者）呈報
之資料集中說明已交付之貨物類別。除以下所載之收入分析外，概無常規編製與主要產品
相關的經營業績及其它分立財務資料以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向主要營運決策者進行內部
呈報。

於以往年度，主要營運決策者整體審閱醫藥生物業務的財務表現，以分配資源及評估
表現。此外，主要營運決策者監察本集團的整體資產及負債，因此並無呈列分部資產及負債。

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中醫業務之財務業績（於過往年度財務報表計入醫藥生
物業務）乃在獨立的 “中醫業務” 分部匯報。分部資料的比較數字已經重新分類以符合本期間
的呈列方式。

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醫藥生物業務 中醫業務 未分配 總計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部收入（附註4）：
向外部客戶銷售 248,894,252 13,357,825 – 262,252,077
分部間銷售 257,989 – – 257,989

249,152,241 13,357,825 – 262,510,066

對賬：

抵銷分部間銷售 (257,989)

收入 262,252,077

分部業績 29,897,705 (10,189,373) (7,995,207) 11,713,125

除稅前溢利 11,71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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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醫藥生物業務 中醫業務 未分配 總計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部收入：
向外部客戶銷售 260,844,487 5,077,371 – 265,921,858
分部間銷售 – 528,497 – 528,497

260,844,487 5,605,868 – 266,450,355

對賬：
抵銷分部間銷售 (528,497)

 
收入 265,921,858

分部業績 24,580,402 (4,366,648) (5,152,255) 15,061,499
 

除稅前溢利 15,061,499

4. 收入、其它收入、收益及虧損

收入指經扣除退貨備抵及貿易折扣後，來自所售貨品之發票淨值。

有關收入之分析如下：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客戶合約收入
銷售醫藥、生物科技及保健產品以及中醫產品 261,639,297 265,921,858
提供中醫服務 612,780 –

262,252,077 265,921,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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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合約收入

(i) 經分拆之收入資料

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分部

醫藥、生物
科技及

保健產品
中醫產品
及服務 總計

港元 港元 港元

貨品或服務類別
銷售貨品 248,894,252 12,745,045 261,639,297
中醫服務 – 612,780 612,780

客戶合約收入總額 248,894,252 13,357,825 262,252,077

地域市場
中國大陸 247,937,743 13,309,990 261,247,733
香港 532,698 47,835 580,533
澳大利亞 423,811 – 423,811

客戶合約收入總額 248,894,252 13,357,825 262,252,077

收入確認之時間性
於某時點轉移之貨品 248,894,252 12,745,045 261,639,297
於一段時間提供之服務 – 612,780 612,780

客戶合約收入總額 248,894,252 13,357,825 262,252,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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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分部

醫藥、生物
科技及

保健產品
中醫產品
及服務 總計

港元 港元 港元

貨品或服務類別
銷售貨品 260,844,487 5,077,371 265,921,858

   
客戶合約收入總額 260,844,487 5,077,371 265,921,858

地域市場
中國大陸 259,831,981 5,039,774 264,871,755
香港 493,380 37,597 530,977
澳大利亞 519,126 – 519,126

客戶合約收入總額 260,844,487 5,077,371 265,921,858

收入確認之時間性
於某時點轉移之貨品 260,844,487 5,077,371 265,921,858

客戶合約收入總額 260,844,487 5,077,371 265,921,858

有關其它收入、收益及虧損之分析如下：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它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2,836,959 3,104,088
政府資助 56,612 59,481
結構性存款之利息收入 2,237,031 3,541,241
其它 357,162 1,903,502

5,487,764 8,608,312

收益及虧損
公允價值虧損，淨額：
衍生金融工具－不符合對沖資格之交易 – (4,425,564)
外匯收益，淨額 290,295 4,179,52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虧損，淨額 (20,949) (202,589)

5,757,110 8,159,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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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除稅前溢利已扣除：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融資成本：
租賃負債利息 172,299 –
已售存貨成本 56,247,646 49,656,328
研發支出 454,586 570,773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4,606,255 5,979,847
使用權資產折舊 2,948,182 –
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 1,888,903
其它無形資產攤銷 2,228,413 5,622,34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虧損，淨額 20,949 202,589
金融資產減值虧損撥備，淨額：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108,749 –
計入預付款項及其它資產之金融資產，淨額 18,747 –

6. 所得稅

由於本集團在期內並無在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截
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無）。除本集團附屬公司雲南盟生藥業有限公司（盟生藥業）及天
大藥業（珠海）有限公司（天大藥業（珠海））外，於中國大陸就應課稅溢利徵收之稅項，乃按
照適用中國大陸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稅率25%（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個月：25%）計算。
盟生藥業於昆明經濟開發區成立。根據中國之相關法律及法規，盟生藥業參與中國西部開發，
故於本期間享有優惠稅率15%（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個月：15%）。天大藥業（珠海）符合高
新技術企業資格，獲得相關稅務機關批准按優惠稅率15%繳稅，為期三年，直至2019年12月
為止。其它地區的應課稅溢利之稅項已按本集團經營所在司法權區之當前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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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 – 中國內地
本期間支出 1,805,132 6,268,495
過往期間撥備不足 1,349,717 –
遞延稅項 1,241,421 (966,877)

本期間稅項支出總額 4,396,270 5,301,618

7. 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截至2019年及2018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盈利按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溢
利除以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數計算。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 
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2,605,704 2,501,615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 
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150,041,884 2,150,341,185

8. 股息

本公司董事議決不就本期間宣派任何中期股息（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無）。

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就截至2019年3月31日止年度已付╱應付本公司股東之末
期股息為每股0.11港仙，總額為2,365,046港元。

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就截至2018年3月31日止年度已付╱應付本公司股東之末
期股息為每股0.35港仙，總額為7,525,146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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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物業、廠房及設備

期內，本集團購入32,390,415港元（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個月：6,301,451港元）之物業、
廠房及設備項目。此外，本集團出售賬面總值為23,918港元（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370,248港元）之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所得現金為2,969港元（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
個月：167,659港元），因而產生出售虧損20,949港元（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個月：202,589港
元）。

10.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根據發票日期及扣除虧損撥備後，於各報告期末之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賬齡分析如下：

2019年
9月30日

2019年
3月31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1個月內 61,487,352 58,448,762
1至2個月 12,400,262 10,278,397
2至3個月 5,116,445 5,083,244
3個月以上 14,038,781 4,479,307

93,042,840 78,289,710

本集團與客戶之貿易方式以記賬為主。信貸期通常為60至180天不等。本集團對未償還
應收款項維持嚴格監控，並設有信貸監控部門將信貸風險減至最低。高級管理層定期審閱
逾期結欠。應收賬款為不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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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賬款

根據發票日期呈列之應付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2019年
9月30日

2019年
3月31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賬款：
2個月內 29,815,960 29,974,310
2至3個月 166,976 351,249
3個月以上 1,906,431 1,476,025

31,889,367 31,801,584

應付賬款為不計息，一般於30至60天內清償。

12. 關連人士交易

(a) 本集團於期內與關連人士進行以下交易：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附註 2019年 2018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採購包裝及印刷物料：
珠海經濟特區誠成印務有限公司 (i)(ii) 4,097,193 2,889,050

辦公室租賃費：
天大實業（中國）有限公司 (i)(iii) 278,966 288,552

設計費：
深圳天大創意有限公司 (i)(iv) 101,561 –

附註：

(i) 有關交易乃按雙方相互同意之條款及條件進行。

(ii) 珠海經濟特區誠成印務有限公司為本公司的同系附屬公司。

(iii) 天大實業（中國）有限公司為本公司的同系附屬公司。

(iv) 深圳天大創意有限公司為本公司的同系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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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酬金：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短期僱員福利 1,084,005 2,309,260
退休福利 51,000 40,500

已付主要管理人員酬金總額 1,135,005 2,349,760

(c) 與關連人士之未償還結餘：

本集團於報告期末應付同系附屬公司珠海經濟特區誠成印務有限公司之貿易結
餘為820,423港元（2019年3月31日：690,501港元）。該結餘為無抵押、免息及信貸期為90
天內。根據發票日期，該結餘之賬齡為2個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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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財務回顧

於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上半年度╱本報告期），本集團錄得綜合主營
業務收入約262,300,000港元，較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去年同期）約
265,900,000港元，輕微減少1.4%。毛利由去年同期約216,300,000港元，減少4.7%至上
半年度約206,000,000港元，毛利率由去年同期的81.3%微降至本報告期的78.6%。於
本報告期本集團錄得溢利約7,3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約9,800,000港元，下跌
25.0%。

於本報告期內，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天大藥業（珠海）有限公司（天大藥業（珠
海））銷售收入由去年同期約79,400,000港元上升39.5%至本報告期約110,800,000港元。
其中，主要產品托平（纈沙坦膠囊）及托恩（布洛芬混懸液及滴劑）的銷售收入較去
年同期分別上升52.3%及41.1%。天大藥業（珠海）溢利貢獻由去年同期約9,100,000港
元增加55.4%，至本報告期約14,100,000港元。

雲南盟生藥業有限公司（盟生藥業）銷售收入由去年同期約180,300,000港元下
跌23.7%，至本報告期約137,500,000港元，銷售收入下跌的主要原因為國家政策影
響及對部分地區售價的調低，當中旗艦產品注射用腦蛋白水解物的銷量與去年同
期同比下跌近16.6%，注射用腦蛋白水解物的銷售金額由去年同期約150,100,000港
元下跌至本報告期約105,900,000港元，導致盟生藥業溢利由去年同期約16,100,000港
元下跌35.1%，至本報告期約10,400,000港元。然而，由於本集團成功為盟生藥業所
分派的股息預扣稅申辦減免，於本報告期回撥股息預扣稅約1,600,000港元（去年同
期：股息預扣稅開支約700,000港元）。扣除非控股權益，盟生藥業溢利貢獻為約
7,3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約8,200,000港元減少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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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本報告期間繼續拓展中醫藥業務，繼於前兩個財政年度，併購天大
中醫藥（中國）有限公司（天大中醫藥（中國））及珠海天大中藥飲片有限公司（天大
中藥飲片）後，本集團首家新型中醫館--珠海天大館亦於本報告期內正式開業運營。
由於中醫藥業務仍處於初期投資發展階段，各方面工作尚需進一步加強，儘管於
本報告期銷售收入錄得上升至約13,4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約5,100,000港元上升
163.1%，整體虧損卻由去年同期約4,400,000港元擴大至本報告期約10,200,000港元。

為應對國家醫改政策，本集團加強成本控制，使銷售及分銷支出跌幅遠超銷
售收入跌幅，銷售及分銷支出由去年同期約178,000,000港元下跌至上半年度約
163,400,000港元，減少幅度為8.2%。至於行政費用方面，支出由去年同期約
31,400,000港元增加至本財政年度約36,500,000港元，支出增加主要是因為籌備天大
館開業費用，以及與控股股東訂立的一份有條件出售珠海天大置業有限公司全部
權益之關連交易協議所產生的專業服務費用。

其它收入及淨收益錄得約5,8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約8,200,000港元下跌約
2,400,000港元。其它收入及淨收益截至本報告期減少主要是由於：一）於本報告期
內，本集團因投放資金建設新研發及製藥基地項目而導致銀行結餘下跌， 加上銀
行存款息率下跌， 令銀行存款利息收入及結構性存款利息收入由去年同期約6,600,000
港元減少至本報告期約5,100,000港元；二）天大藥業（珠海）及盟生藥業於本報告期
合共獲得政府資助收入，由去年同期約1,300,000港元，減少84.6%至本報告期約
200,000港元。

於上半年度，本集團全力推進天大藥業（珠海）新研發及製藥基地項目。於
2019年6月，天大藥業（珠海）與總承建商簽訂總值約人民幣106,600,000元（相當於約
121,000,000港元）的總承建合同（詳見2019年6月13日本公司所刊發之公告）。本報告
期，天大藥業（珠海）為新研發及製藥基地項目合共投入約人民幣25,500,000元（相
當於約28,800,000港元）。截至2019年9月30日，天大藥業（珠海）對新研發及製藥基
地項目累計投入約人民幣54,500,000元（相當於約59,700,000港元）。於2019年9月30日， 
本集團對新研發及製藥基地工程付出資本承擔共約144,9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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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上半年度本集團錄得母公司股東應佔溢利2,6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
2,500,000港元上升4.2%，而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維持0.12港仙（去年同期：0.12港仙）。

於2019年9月30日，本集團財務狀況維持穩健。本集團持有銀行存款、銀行結
餘及現金共約352,800,000港元，並且未有向外借貸，每股現金淨值相當於約16.4港仙。

業務回顧

於本報告期內，本集團通過深化推進 “三個整合”  ― 整合研發資源、整合營
銷資源、整合管理資源，以市場促研發、向管理要效益，全力豐富化藥產品線，
全面推進中醫藥產業發展。

本報告期內，營銷團隊充分把握醫療機構擴大基藥採購量的契機，深挖集團
產品在全國招標掛網價格聯動中的性價比優勢，促進醫院銷量的長足進步和持續
性增長，天大藥業（珠海）產品多數在新版醫保目錄，銷售繼續穩步保持30%增速。
通過團隊重組和管道細分，健全完善醫院、第三終端、連鎖銷售隊伍，促進銷量
穩步增長，並為公司戰略儲備產品上市奠定基礎。“和谷” 系列健康產品繼續主推
麥盧卡蜂蜜，通過線上線下銷售網、擴大消費群體及品牌推廣效應，在中國內地、
香港及澳大利亞三地深受消費者好評及關注。

本報告期內，研發團隊圍繞公司戰略及市場需求攻堅克難，一）完成纈沙坦
膠囊一致性藥學及生物等效性臨床研究，即將申報註冊；二）完成布洛芬混懸液
一致性評價的論證工作；三）豐富兒科用藥產品綫，化藥第四類兒科哮喘藥已經
立項；四）豐富心血管用藥產品綫，針對沙坦類系列產品單方、複方製劑已規劃立
項；五）三七地上部分健康產品已初步具備生產上市條件；六）小分子肽日化健康
產品將與行業龍頭企業聯合研發生產，確保高品質供應市場；七）已完成天大館
自研產品體系的設計開發工作，並開展了膏滋、養生茶、養生湯包以及藥酒等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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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品種的研發和試製工作；八）完成腦傷樂生顆粒新藥技術分析與跟進；九）開展
廣東道地藥材新會陳皮特色活性成分研究，並已開發研製兩款陳皮系列健康產品
做商業化推廣；十）全面啟動古代經典名方產品的開發與研究，在研的三首方分
別為臨床應用的三種不同疾病，已完成研究品種資源道地性及種植基地資訊考察
和標本採集及部分藥材的特徵指紋圖譜研究，爭取三年完成並分批上市；十一）
完成了麥盧卡健康飲品等產品開發及新包裝設計，進一步豐富麥盧卡蜂蜜產品綫。

中醫藥業務方面，一）天大中醫藥（中國）致力於從藥材的種植、採挖到生產、
銷售，建立一條龍溯源體系和道地品種品質標準，探索符合自身的經營模式，努
力打造 “天大中醫藥” 自身品牌；二）天大中藥飲片自今年4月恢復生產以來，按
GMP要求組織了近百批次生產，產品全部一次檢驗合格，品質優秀，且與行業同
品質相比具備價格優勢，已為 “雷允上”、“華源醫藥” 等大型企業提供產品。目前中
藥飲片總計備案近四百個品種，涵蓋全部參茸貴細品類；三）天大館（中國）有限
公司與珠海天大館有限公司於今年5月攜手開辦粵港澳大灣區首家旗艦館--珠海天
大館，並開設了 “十大中醫特色專科”，圍繞中醫婦科、中醫脾胃肝病科、中醫眼科、
骨傷疼痛科、中醫兒科等提供專科服務，打造三級專科醫師團隊。天大館（香港）
有限公司正積極籌備粵港澳大灣區第二家旗艦館 ― 天大館（銅鑼灣），預計於2020
年初投入運營；四）天大中醫藥研究院嚴格制定控制中藥材品質的 “天大標準”，已
完成22個中藥飲片品種的草案。順應國家大力扶持中醫藥創新發展的方向，全面
啟動古代經典名方開發研究工作，同時研發膠原蛋白及益生菌等品類，以當代科
學技術豐富中醫藥健康產品系列。

天大藥業（珠海）新研發及製藥基地建設順利推進，預計將於2020年初竣工，
於2020年三季度正式投產。盟生藥業七上珍口服液生產綫已建成，三七地上部分
健康產品已初步具備生產上市條件，七上珍、七上飲商標正在辦理註冊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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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報告期內，本集團與控股股東天大集團有限公司訂立一份有條件出售協
議，此項關連交易已於2019年5月7日的股東特別大會上獲獨立股東投票表決一致
通過。待位於珠海市金灣區的新研發及製藥基地項目第一期竣工及協議內所列的
完成交易先決條件滿足後，本集團即可行使出售權，將現時位於珠海市香洲區的
研發及製藥基地出售予天大集團有限公司。

展望

保質控費、引導合理用藥是醫改道路上不變的主題。面對醫藥行業前所未有
的挑戰和機遇，本集團不斷鑄造、提升企業的綜合實力，在產品研發、市場營銷、
運營管理等方面創造組合拳，將繼續保持傳統業務的穩步增長，同時在中醫藥領
域不斷創新，對產品和服務嚴格保證高品質、高水準、高性價比；結合粵港澳大
灣區戰略機遇和國家政策紅利，完善中醫藥產業佈局和經營策略，推動中醫藥更
好地服務人類健康，穩健發展成為一家優質的綜合性醫藥企業。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之流動資金狀況維持穩健。於2019年9月30日，本集團有銀行存款、銀
行結餘及現金共約352,800,000港元（2019年3月31日：393,200,000港元），其中約11.2%
及88.4%分別以港元及人民幣計值，餘額則以澳元、歐元、澳門元、新台幣及美元
計值。於回顧期間，本集團概無外部借貸。於此穩固之財務狀況下，本集團具備
充足財務資源以應付其責任及日常營運需要。

匯率風險

本集團之資產、負債及交易大部份以港元、人民幣、美元及澳元計值。

本集團設有海外銷售及投資業務，乃以其功能貨幣人民幣以外之貨幣計算。
因此，本集團面對若干外匯風險。管理層不時釐定適當措施，例如訂立外幣遠期
合約，以減低以人民幣以外貨幣計值之重大交易所面臨之匯率波動風險。於2019
年9月30日，本集團概無訂有任何外幣遠期合約以對沖其外幣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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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2019年9月30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資產抵押。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2019年9月30日，本集團於香港、中國及澳大利亞聘有約562名僱員。本集團
根據市場條款以及有關僱員之資歷及經驗向僱員釐定薪酬。

企業管治

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
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企業管治守則），惟下
文所述之情況除外。

方文權先生為本公司之董事長兼董事總經理。根據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第A.2.1
條，發行人董事長及行政總裁之職務應分開及不應由同一人士擔任，並應以書面
明確界定董事長與行政總裁各自之職責。經考慮本集團目前業務運作及規模，董
事會認為方文權先生同時出任本公司之董事長及董事總經理屬可接受之安排，並
符合本集團之最佳利益。董事會將定期檢討有關情況。

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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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準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
彼等均確認於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內均一直遵守標準守則。

審核委員會審閱中期業績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一名非執行董事組成。審核委員
會已與本公司管理層及獨立核數師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討論有
關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審閱本公司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
審核中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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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及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截至2019年9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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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發中期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

本中期業績公告刊載於本公司網站(www.tiandapharma.com)及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將載於本公司及
聯交所網站以供閱覽。

致謝

本人謹此代表董事會衷心感謝本公司股東一直以來的支持，並且感激董事與
全體員工恪盡職守、勤勉盡責。同時藉此機會感謝本集團的客戶、供應商及往來
銀行繼續給予支持。

承董事會命
天大藥業有限公司
董事長兼董事總經理

方文權

香港，2019年11月28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方文權先生（董事長兼董事總經理）和 
呂文生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沈波先生、馮全明先生和林家禮博士，而獨立非執行
董事則為林日輝先生、趙崇康先生和趙㠶華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