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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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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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cobson Pharma Corporation Limited
雅各臣科研製藥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 2633

(根據開曼群島法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年度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收益約為1,571.5百萬港元，
較二零一九年同期約 1,478.1百萬港元（經重列）增加約6.3%。

• 同年經營溢利約為 318.2百萬港元，較二零一九年同期約 370.6百萬港元
（經重列）減少約14.1%。

• 同年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約為215.6百萬港元，較二零一九年同期約250.6

百萬港元（經重列）減少約13.9%。

• 董事會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
2.5港仙，總額約為48.4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末期股息：每股3.0港仙）。
計及中期股息每股 2.0港仙，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股
息總額為每股 4.5港仙（二零一九年股息總額：每股4.5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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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
綜合年度業績，連同二零一九年同期的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收益 3 1,571,459 1,478,125

銷售成本 (881,481) (803,474)  

毛利 689,978 674,651

其他收入淨額 4 30,091 37,064
銷售及分銷開支 (195,286) (168,877)
行政及其他營運開支 (206,566) (172,253)  

經營溢利 318,217 370,585

融資成本 5(A) (55,359) (66,198)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1,993 4,719
應佔合資公司虧損 (1,365) –  

除稅前溢利 5 263,486 309,106

所得稅 6 (46,025) (55,528)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年內溢利 217,461 253,578  

已終止經營業務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的年內溢利 7 1,647 5,100  

年內溢利 219,108 258,678  

年內其他全面收益
隨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扣除零稅項：
重估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金融資產 (39,684) 96,201
隨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扣除零稅項：
換算香港境外業務財務報表產生的匯兌差額 (867) (3,676)  

其他全面收益 (40,551) 92,525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178,557 35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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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以下人士應佔溢利：

本公司股東 215,631 250,561
非控股權益 3,477 8,117  

年內溢利總額 219,108 258,678  

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來自：
－持續經營業務 214,494 246,795
－已終止經營業務 1,137 3,766  

215,631 250,561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股東 175,080 343,086
非控股權益 3,477 8,117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178,557 351,203  

本公司股東應佔全面收益總額來自：
－持續經營業務 173,943 339,320
－已終止經營業務 1,137 3,766  

175,080 343,086  

港仙 港仙
本公司股東應佔每股盈利： 8

基本及攤薄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10.81 12.78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0.06 0.20  

年內每股盈利 10.87 12.98  

附註：

(i) 本集團已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使用經修訂追溯法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根據該方法，並無重列比較資料。見附註2。

(ii) 批發及零售分部的業績已分類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已終止
經營業務。因此，本集團已重列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比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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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358,000 356,800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1,135,476 1,103,919
無形資產 1,310,880 1,073,487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23,367 148,752
於合資公司的權益 92,543 –
其他非流動資產 102,657 72,333
其他金融資產 376,818 255,320
遞延稅項資產 10,083 5,976  

3,409,824 3,016,587  

流動資產
存貨 371,456 333,83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277,954 277,291
即期可收回稅項 16,788 3,043
其他金融資產 7,687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17,993 629,842  

1,091,878 1,244,007
分類為持作出售的出售組別的資產 78,498 –  

1,170,376 1,244,007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120,158 116,932
銀行貸款 538,654 458,399
租賃負債 47,450 184
可換股票據 – 466,960
即期應付稅項 10,347 11,896  

716,609 1,054,371
與分類為持作出售的組別相關的負債 10,751 –  

727,360 1,054,371  

流動資產淨值 443,016 189,63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3,852,840 3,206,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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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1,014,982 371,247
租賃負債 47,042 476
遞延稅項負債 184,723 147,362  

1,246,747 519,085  

資產淨值 2,606,093 2,687,138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2 19,170 20,156
儲備 2,518,570 2,627,012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總額 2,537,740 2,647,168

非控股權益 68,353 39,970  

權益總額 2,606,093 2,687,138  

附註： 本集團已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使用經修訂追溯法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根據該方法，並無重列比較資料。見附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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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

本公告所載財務業績並不構成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
報表，惟摘錄自該等綜合財務報表。

綜合財務報表根據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的相同會
計政策編製，惟載於附註2的會計政策變動除外。

綜合財務報表按照所有適用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由香港會
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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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詮釋、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的適用披露規定編製。該
等財務報表亦符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條文。

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按歷史成本法編製，惟投資物業、應收或然代價、作為按公平值計
入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按公平值計入損
益」）的金融資產計量的投資（按公平值呈列）除外。

2 會計政策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於本集團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的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 及若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除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 外，概無任何發展對所編製或呈列本集團於本期間或過
往期間的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本集團並無應用任何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
新準則或詮釋。

本集團自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起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本集團已選擇採用
經修訂的追溯法，因此已確認首次應用的累計影響為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年初權益結餘
的調整。比較資料並無重列，並繼續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呈報。

與先前分類為經營租賃的租賃有關的使用權資產已按其賬面值確認，猶如自租賃開始日
期起已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並按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的增量借貸利
率貼現。租賃負債按餘下租賃付款現值計量，按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的增量借
貸利率貼現。於計量租賃負債時，本集團使用其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每年為 3.3%的增
量借貸利率貼現租賃付款。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本集團確認先前分類為經營租賃的租賃有關的使用權資產
77,817,000港元及租賃負債79,223,000港元，並按保留盈利1,406,000港元作出調整。租賃土地
45,446,000港元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重新分類為使用權資產。

就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對先前分類為融資租賃的租賃的影響而言，除更改結
餘說明文字外，本集團毋須於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當日作出任何調整。因
此，該等款項計入「租賃負債」而非「融資租賃承擔」，且相應租賃資產經折舊的賬面值被
識別為使用權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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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及分部報告

(A) 收益

本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及買賣非專利藥及品牌藥。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所有收益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客戶合約收益 確認。

收益指向客戶提供貨品的銷售價值減去退貨及銷售回扣，並已扣除任何貿易折扣。

(B) 分部報告

本集團按部門管理其業務，而部門則按業務類別組建。按照與出於分配資源及評估
表現的目的而向本集團最高行政管理人員作出內部報告的資料一致的方式，本集
團已呈列以下三個可報告分部。並無合計經營分部以構成以下可報告分部。

－ 非專利藥：該分部開發、製造及分銷一系列具有不同療效的非專利藥物。現時
有關此方面的業務主要在香港進行。

－ 品牌藥：該分部開發、製造及分銷藥物。現時有關此方面的活動主要在香港進
行。

－ 批發及零售：該分部在香港銷售西藥及品牌藥。

收益及支出分配至可報告分部，當中乃經參考該等分部產生的銷售額及支出或該
等分部應佔資產折舊或攤銷另行產生的支出。

報告分部溢利所用的方法為「經調整EBITDA」，即「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
的經調整盈利」，其中「利息」被視為包括利息收入及利息開支，而「折舊及攤銷」被
視為包括非流動資產的減值虧損。為達致經調整EBITDA，本集團的盈利乃就應佔
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應佔合資公司虧損及不屬於個別分部業務的非經常性項目
作出進一步調整。

分部間銷售經參考就類似訂單向外部人士收取的價格定價。

本集團分部資產及負債並無定期向本集團主要營運決策者報告。因此，可報告資產
及負債並未呈列於該等財務報表內。

誠如附註7所論述，本集團不再進行批發及零售分部的業務。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
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該分部業績已分類為本集團的已終止經營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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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分部收益及業績

出於資源分配及評估分部表現的目的而向本集團主要營運決策者提供有關本
集團可報告分部的資料載列如下。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非專利藥 品牌藥 小計 批發及零售 總計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經重列） （經重列）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 1,298,698 1,253,022 272,761 225,103 1,571,459 1,478,125 186,220 226,516 1,757,679 1,704,641

分部間收益 1,660 3,404 4,910 2,154 6,570 5,558 – – 6,570 5,558          

可報告分部收益 1,300,358 1,256,426 277,671 227,257 1,578,029 1,483,683 186,220 226,516 1,764,249 1,710,199          

可報告分部溢利
（經調整EBITDA） 384,775 376,710 92,000 81,865 476,775 458,575 6,771 5,812 483,546 464,387          

有關本集團於年內按業務分部及市場劃分的收益資料載列如下：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經重列）

非專利藥 1,298,698 1,253,022 – –

品牌藥 272,761 225,103 – –

批發及零售 – – 186,220 226,516    

總計 1,571,459 1,478,125 186,220 226,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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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可報告分部收益與損益的對賬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經重列）

收益
可報告分部收益 1,578,029 1,483,683 186,220 226,516

分部間收益對銷 (6,570) (5,558) – –    

綜合收益 1,571,459 1,478,125 186,220 226,516    

溢利
可報告分部溢利 476,775 458,575 6,771 5,812

分部間溢利對銷 (529) (376) – –    

源自本集團外部客戶
的可報告分部溢利 476,246 458,199 6,771 5,812

銀行存款及投資的
利息收入 5,730 4,744 34 1

折舊及攤銷 (166,271) (115,732) (4,504) (184)

融資成本 (55,359) (66,198) (217) –

投資物業的公平值收益 1,200 23,374 – –

應收或然代價的
公平值收益 – – – 353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減虧損 1,993 4,719 – –

應佔合資公司虧損 (1,365) – – –

贖回可換股票據收益 8,223 – – –

分拆上市開支 (6,911) – – –    

綜合除稅前溢利 263,486 309,106 2,084 5,982    



– 10 –

(iii) 地區資料

下表載列有關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收益的所在地區資料。客戶所在地區根據
本集團、寄售商或分銷商將貨品分銷予最終客戶的所在地而定。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經重列）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
香港（營運地） 1,445,181 1,371,996 186,220 226,516

中國內地 34,423 35,927 – –

澳門 57,021 39,853 – –

新加坡 12,388 9,932 – –

其他 22,446 20,417 – –    

1,571,459 1,478,125 186,220 226,516    

下表載列有關本集團的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投資物業、無形資產、其他非
流動資產及聯營公司與合資公司權益（「指定非流動資產」）的所在地區資料。
指定非流動資產的地理位置基於資產的實際所在地（就投資物業、其他物業、
廠房及設備以及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的非即期預付款項而言）、獲分配該等
資產的業務所在地（就無形資產及非即期預付款項而言）以及業務所在地（就於
聯營公司與合資公司的權益以及收購一間附屬公司的非即期預付款項而言）
而釐定。

於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指定非流動資產
香港（營運地） 2,922,393 2,657,643

中國內地 42,486 44,936

澳門 50 86

台灣 5,429 6,447

柬埔寨 52,565 46,179  

3,022,923 2,755,291  

(iv) 有關主要客戶的資料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客戶群包括一名（二零一九年：
一名）非專利藥分部的客戶，與其進行的交易超過本集團收益的 10%。向該客
戶銷售非專利藥（包括向就本集團所知處於共同控制下的實體作出銷售）的所
得收益約為481,176,000港元（二零一九年：407,835,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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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淨額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經重列）

佣金收入 1,346 1,366 – –

銀行存款及投資利息收入 5,730 4,744 34 1

外匯收益╱（虧損）淨額 249 (1,647) – –

出售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虧損）╱收益淨額 (356) 5,049

投資物業的公平值收益 1,200 23,374 – –

應收或然代價的公平值收益 – – – 353

贖回可換股票據收益 8,223 – – –

租金收入 6,089 2,309 – –

分包收入 4,848 – – –

其他 2,762 1,869 56 71    

30,091 37,064 90 425    

5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經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後達致：

(A) 融資成本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經重列） 

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利息 52,788 66,151 – –

租賃負債利息 2,571 47 217 –    

55,359 66,198 2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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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其他項目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經重列）

折舊
－擁有的物業、廠房及設備 86,010 86,374 183 184

－使用權資產 54,221 1,829 4,321 –    

140,231 88,203 4,504 184    

無形資產的攤銷成本 26,040 27,529 – –

貿易應收款項的減值虧損 2,600 – – –

核數師酬金
－審核服務 5,576 5,569 83 100

－其他服務 3,816 2,756 – –

研發成本（攤銷資本化的
開發成本除外） 3,734 2,537 – –

自投資物業收取的租金減
直接開支782,000港元
（二零一九年：337,000港元） (5,307) (1,972) – –

存貨成本 881,481 803,474 174,740 211,279

分拆上市開支 6,911 – – –    

6 所得稅

於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內的所得稅指：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經重列）

即期稅項

年內撥備 49,136 53,512 343 879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撥備不足 (286) (161) 94 3    

48,850 53,351 437 882

遞延稅項

暫時差額的確認及撥回 (2,825) 2,177 – –    

46,025 55,528 437 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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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出售組別及終止經營業務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承諾出售其批發及零售業務，該業務代表
一個可報告經營分部（即「批發及零售」），並開始與滿貫集團控股有限公司的間接全資附
屬公司Million Effort Investment Limited（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進行磋商。買
賣協議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一日訂立，而出售事項則於二零二零年六月十五日完成，總代
價約為41,650,000港元。批發及零售分類為持作出售的出售組別，並計入於二零二零年三
月三十一日的終止經營業務。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與分類為持作出售的出售組別相關的資產及負債如下：

於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為持作出售的出售組別的資產 78,498 –

與分類為持作出售的組別相關的負債 10,751 –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終止經營業務的業績載列如下：

於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186,220 226,516

銷售成本 (174,740) (211,279)  

毛利 11,480 15,237

其他收入淨額 90 425
銷售及分銷開支 (8,562) (8,824)
行政及其他營運開支 (707) (856)  

經營溢利 2,301 5,982

融資成本 (217) –  

除稅前溢利 2,084 5,982

所得稅 (437) (882)  

終止經營業務年內溢利 1,647 5,100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股東 1,137 3,766
非控股權益 510 1,334  

1,647 5,100  

現金流量

經營現金流入╱（流出） 4,651 (985)
投資現金流入╱（流出） 34 (3)
融資成本流出 (4,484) –  

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201 (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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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基本盈利根據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
215,631,000港元（二零一九年：250,561,000港元）計算得出，而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
數的計算方法如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股 千股

本公司年初已發行股份 2,015,625 1,815,625

發行股份的影響 – 115,068

購回股份的影響 (22,856) –

就股份授予計劃所持股份加權平均數 (9,748) –  

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983,021 1,930,693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來自以下各項的溢利：
－持續經營業務 214,494 246,795

－已終止經營業務 1,137 3,766  

215,631 250,561  

(B) 每股攤薄盈利

由於發行在外的攤薄潛在普通股具反攤薄影響，故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每股攤薄盈利相等於每股基本盈利。

9 股息

(A) 屬於本年度的應付股東股息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宣派及派付中期股息每股2.0港仙
（二零一九年：每股1.5港仙） 39,967 30,234

報告期末後擬派末期股息每股2.5港仙
（二零一九年：每股3.0港仙） 48,356 60,469  

88,323 90,703  

於報告期末，報告期末後擬派的末期股息尚未獲確認為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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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屬於上一財政年度並於年內獲批准及派付的應付股東股息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屬於上一財政年度並於年內獲批准及派付的末期股息
每股3.0港仙（二零一九年：每股2.9港仙） 60,469 58,453

減：股份授予計劃持有股份的股息 (204) –  

60,265 58,453  

1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199,911 214,185

其他應收款項 6,297 2,526

應收或然代價 – 1,084

按金及預付款項 70,353 59,496

應收一間合資公司款項 1,393 –  

277,954 277,291  

賬齡分析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收款項（計入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根據發票日期及扣除虧損撥備後
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少於1個月 132,614 141,841

1至6個月 65,223 66,096

超過6個月 2,074 6,248  

199,911 214,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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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款項 36,018 40,458

應付薪金及花紅 42,975 38,533

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180 2,638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30,942 29,965

預收款項 6,543 5,338

應付一間合資公司款項 2,500 –  

120,158 116,932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付款項（計入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根據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1個月內 23,218 24,085

1至6個月 12,636 16,290

超過6個月 164 83  

36,018 40,458  

12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千股 千港元

法定：

於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普通股 5,000,000 50,000  

已發行：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 1,815,625 18,156

發行普通股（附註 (i)） 200,000 2,000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2,015,625 20,156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 2,015,625 20,156

購回股份（附註 (ii)） (81,404) (813)

就股份授予計劃所持股份 (17,268) (173)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1,916,953 19,170  

普通股持有人有權收取不時宣派的股息，並有權於本公司大會上按每股一票投票。就本
公司的剩餘資產而言，所有普通股享有同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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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i) 於二零一八年八月十四日，本公司與雲南白藥控股有限公司（「雲南白藥」）訂立認購
協議，以按認購價每股股份2.06港元認購200,000,000股新普通股。本公司於二零一八
年九月三日完成向雲南白藥發行普通股。該發行所得款項淨額（經扣除股份發行成
本342,000港元）為411,658,000港元，其中2,000,000港元及409,658,000港元分別於股本及
股份溢價入賬。

 (ii) 於年內，本公司於聯交所購回本公司合共81,404,000股普通股。

13 核數師的工作範圍

初步公告所載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損益及
其他全面收益表及其相關附註的財務數據已由本集團核數師執業會計師畢馬威會計師
事務所與本集團本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所列數額核對一致。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就此履
行的工作並不構成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聘用準則或香港
核證聘用準則所進行的審計、審閱或其他核證聘用，因此核數師不會發出任何核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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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股東函件

各位股東：

「雅各臣的不斷演進與發展：我們貫徹執行本集團核心戰略，透過我們所擁抱
的願景及對卓越的不懈追求，推動雅各臣轉型為深具遠見的區域性公司。」

在社會動盪及冠狀病毒大流行的負面影響所引致的不利市況中，雅各臣團隊
努力奮進，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呈現強韌的業績表現。
我們隨著業務的演進繼續前行，因應區域內瞬息萬變的環境中保持我們的市
場地位。憑藉主要產品的優勢及營運效率的嚴謹規範與專注，我們的銷售額、
毛利及EBIDTA得以穩定增長。本集團銷售額增長6.3%至1,571.5百萬港元，而毛
利錄得淨收入690.0百萬港元，增長2.3%。由於 2019冠狀病毒病爆發，本年度最
後一個季度產生的市場負面情緒，抵銷了我們上半年的良好業績。儘管第四季
度市場氣氛普遍相當艱困，本集團經營產生現金仍達428.4百萬港元。

於回顧年度，我們在三年增長計劃中制定的多方面戰略取得顯著進展。我們加
強了新產品的推出、擴大我們的地區覆蓋率及營運能力，並透過完成兩項收購
鞏固我們的市場地位。我們亦將非核心批發及零售業務的大部分股權分拆出
售，以更好地配合雅各臣於二零二零年願景聲明中所述將會推出的新戰略平
台。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中，我們提交了超過27份新藥註
冊監管備案，並於產品組合中增添19項新產品，其中包括培哚普利片 (Perindopril 

Tablets)、地爾硫䓬控釋片 (Diltiazem Controlled Released Tablets)、阿托莫西汀膠囊
(Atomoxetine Capsules)及美沙拉秦腸溶片 (Mesalazine Enteric Coated Tablets)等製造技
術難度高的產品。讓我們倍感欣慰的是我們於阿托莫西汀抗膠囊 (Atomoxetine 

Capsules)及美沙拉秦片 (Mesalazine Tablets)的生物等效性剖析取得重大進展，充
分證明我們在加強中樞神經系統和腸胃科治療類別佈局方面所作出的不懈努
力。在戰略發展方面，我們與富利衛美（荷蘭）達成了初步協議，以於台灣代理
其Excilor skin-tag產品及於南韓代理Excilor pen灰甲液產品，作為我們在中國就恢
甲清 (Excilor)品牌進行持續合作的延伸。該協議是我們在亞洲及大中華地區不
斷推動業務擴展的重要里程碑。

儘管我們本年度在關鍵戰略上發揮良好，但仍須進行大量工作，以改進經營方
式、增強能力及提高效率。就生產業務而言，我們在無菌注射劑、栓劑及乾法
製粒設施等領域加強生產能力。就銷售業務而言，我們將繼續投資數字技術，
讓我們的工作更具成本效益，同時我們考慮進軍跨境電子商務領域，發掘其充
滿增長的機遇。

「迎接轉型：我們預期大眾對非處方藥及個人保健產品之認識及需求將會提升，
而雅各臣的品牌保健產品組合是滿足有關需求的理想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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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瞬息萬變及充滿挑戰的市場環境下，我們須不斷評估我們的地位，以確保我
們的業務保持相關性並在戰略上保持一致。業務模式的演進以適應不斷變化
的環境，是我們的主要優勢之一，並讓我們從以非專利藥為主的業務轉型為以
品牌藥及品牌保健產品為特色的綜合業務。展望未來，我們將繼續努力，在所
有部門的業務運作上精益求精，通過從本集團分拆品牌保健業務，實現創立兩
個獨立而靈活經營平台的目標。該分拆計劃能發揮催化劑作用，以重設營運能
力及成本基礎，有助為兩項業務提供增值機會。此舉亦為塑造雅各臣成為旗下
擁有兩間企業的公司邁進一大步，一方面專注於核心非專利藥及專科藥物業
務，另一方面則主要專注於為消費者提供健康保健產品。與此同時，對於即將
分拆的消費者保健業務，我們很高興推出新的自我保健概念及以消費者為中
心的戰略，擴大我們的發展機會及參考框架。憑藉我們的核心優勢，加上消費
者傾向選購非處方藥及自我護理保健產品，我們有信心該轉型策略將締造增
長機遇，從而長期為我們的股東帶來重大價值。

「我們的優勢在於人才：他們對實現卓越業績的全力投入一直是雅各臣的致勝
之道。」

儘管我們深知面前尚有諸多挑戰，但基於我們在鞏固地位方面已經取得的發
展勢頭，我們預計來年業務將取得健康而持續的增長。我們的員工及其對實現
卓越業務的全力投入一直是雅各臣蓬勃發展的致勝之道。儘管我們取得了多
方面成功，但過去一年經歷巨大挑戰。我謹此答謝員工所作出的重大貢獻與所
付出的辛勤努力，彼等的熱情和投入賦予我們各方面增長的動力。我們的員工
正在協助我們實現轉型，而我認為有關戰略是雅各臣未來幾年關鍵績效的推
動因素。有關戰略落實需時，但我深信長遠而言，我們在自我保健業務領域中
的新發展願景，將逐漸扎根，並為我們帶來成果。

總體而言，儘管我們於整個年度面對重重阻力，但我們仍有良好穩健的表現。
展望未來，由於我們專注在業務營運上精益求精、投放資源進行產品研發，以
及為雅各臣於二零二一年順利分拆其消費者保健業務，我們已作好準備，繼續
保持增長勢頭。所有該等舉措旨在為未來的增長提供助力並創造增值機會。

我衷心感謝 閣下對本公司的信任，並欣然建議在下屆股東週年大會上宣派每
股2.5港仙的末期股息，倘與中期股息合併計算，則全年派付的股息為每股 4.5

港仙。

雅各臣科研製藥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岑廣業

謹啟

香港，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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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美中貿易戰長期持續，加上社會動盪不斷，以及近期爆發2019冠狀病毒病疫
情，導致香港經濟於去年遭受重創。儘管經濟整體具有抗逆能力，惟受影響程
度前所未見，本地經濟中幾乎所有行業均受到波及，短期內前景嚴峻。

本集團的業績亦備受壓力，尤其是持續爆發的冠狀病毒，已令多個本地經濟領
域受到嚴重拖累，導致商業活動數量暴跌。壓力之下，本集團總收益仍同比增
長6.3%至1,571.5百萬港元。毛利增長2.3%至690.0百萬港元，股東應佔溢利則減
少13.9%至215.6百萬港元，主要由於去年確認一次性重估收益、增加設立地區
管理架構的投資及營運開支以及就籌備分拆本集團消費者保健業務所產生的
一次性專業開支所致。

本集團致力提升產品組合及擴大市場滲透率，以滿足公營及私營界別的需求，
繼續鞏固其於香港非專利藥市場的卓越地位。儘管本年度最後一個季度受經
濟衰退嚴重影響，但憑藉本集團強大的市場地位，非專利藥業務整體上仍取得
正面增長。

透過在品牌建設及產品推廣方面付出的努力，本集團品牌藥業務具備抗逆能
力，讓我們有能力抵禦零售業界寒冬所帶來的影響。即使在零售市場面臨重大
挑戰的情況下，本集團若干知名品牌藥品牌仍成功實現適度增長。

在業務發展方面，本集團取得穩步進展，成功與跨國合作夥伴開展戰略性合
作，包括複雜非專利藥的授權及技術轉移，以及於大中華地區及亞洲的知名品
牌產品代理。憑藉其地區性商業營運模式，挖掘發展迅速的消費保健市場，本
集團亦積極建立其品牌健康護理業務，包括策略性挑選的品牌藥組合、品牌
中藥及健康保健產品，包括營養補充品、個人護理產品及診斷工具等。我們相
信，憑藉本集團的聲譽、專業知識及網絡資源，我們具備競爭優勢，能夠提供
消費者喜愛及以科學為本的產品，於快速增長的大中華地區及亞洲市場，滿足
消費者對自我健康保健管理日益增加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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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專利藥業務表現強韌

回顧過去12個月，社會局勢不穩及冠狀病毒疫情令香港經歷前所未有的難關。
社會動盪導致中國及海外遊客人數急跌；加上因2019冠狀病毒病爆發而實施的
旅遊禁令、家居隔離及保持社交距離等措施更令情況加劇，使香港經濟大受打
擊，當中以本地商貿及零售業尤為嚴重。非專利藥業務所受影響主要源於零售
市場嚴重受挫，以及由於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期間實施家居隔離，加上大眾為
預防感染而佩戴口罩，以致流感高峰期提早完結等原因，導致私人診所患者銳
減所致。

儘管如此，全賴堅實的業務基礎以及團隊面對挑戰時的不懈努力，本集團非專
利藥業務收益仍錄得溫和增長，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
同比增長3.6%至1,298.7百萬港元。

廣泛而具針對性的產品組合以滿足市場需求

我們已建立強大的非專利藥產品組合，並已在香港眾多治療類別中保持領導
地位。我們廣泛而具針對性的產品組合提供全面非專利藥組合，為公私營界別
提供一站式解決方案，以滿足因人口老齡化及慢性病流行而不斷增長的醫療
保健需求。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供應的治療類產品展現強勢增長。例如，本集團的口服糖
尿藥及抗潰瘍藥類別分別強勁增長42.3%及34.1%。該增長主要由於獲授新的公
開招標，以及此等基礎藥物於疾病管理上的使用不斷增加。

此外，隨著本集團於公營界別獲得新業務，本集團的心血管產品及非類固醇消
炎止痛藥 (NSAIDs)的銷售額分別錄得28.4%及28.7%增長。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亦成功就培哚普利片 (Perindopril Tablets)、30毫克規格的地
爾硫䓬控釋片 (Diltiazem Controlled Released Tablets)、500毫克規格的美沙拉秦腸溶
片 (Mesalazine Enteric Coated Tablets)、40毫克規格的阿托莫西汀膠囊 (Atomoxetine 

Capsules)及麝香草酚復方漱口水 (Thymol Gargle Compound Mouthwash)等藥品取得
首次公開招標。

於報告期內，在私營界別銷售中，血管緊張素II拮抗劑(angiotensin II receptor antagonists)、
β受體抑制劑 (beta blockers)及鈣離子通道抑制劑 (calcium-channel blockers)的銷售
表現良好，分別錄得 96.0%、15.9%及18.4%增長。中樞神經系統治療所使用的催
眠產品同樣錄得 20.7%的顯著增長。非類固醇消炎止痛藥類亦因推出塞來昔布
膠囊 (Celecoxib Capsules)及依托考昔片 (Etoricoxib Tablets)等新產品而錄得14.1%的
可觀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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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防控向公營醫院供應世衛標準酒精搓手液

由於自二零二零年二月起開始爆發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公營醫院對殺菌酒精
搓手液的需求激增。作為本地主要製藥商及供應商，本集團特別調動資源，實
施緊急生產計劃，確保我們可向公營醫院、診所及港口衛生控制櫃檯生產及供
應充足的世衛推薦配方酒精搓手液（「世衛標準酒精搓手液」），以協助醫療護理
專業人員對抗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為滿足殷切的需求，本集團於6星期內已向公
營醫院及機構供應逾117,000瓶500毫升及120,000瓶100毫升的世衛標準酒精搓手
液。

新產品介紹

我們付出不懈努力，推出優質的非專利藥，以滿足醫療及患者的需求。報告
期內，我們推出多項新產品，包括地爾硫䓬控釋片 (Diltiazem Controlled Release 

Tablets)、雙氫可待因片(Dihydrocodeine Tablets)、培哚普利片(Perindopril Tablets)、普
萘洛爾口服液(Propranolol Oral Solution)、500毫克規格的美沙拉秦腸溶片(Mesalazine 

Enteric Coated Tablets 500mg)及非那斯特萊片 (Finasteride Tablets)。由於需求增加，
本集團亦恢復供應羥氯喹片 (Hydroxychloroquine Tablets)以滿足市場需求。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亦就研究及開發（「研發」）項目的多項新產品獲得註冊批准，
例如抗組胺類別的地氯雷他定片 (Desolratadine Tablets)、皮膚病類別的甲硝唑凝
膠 (Metronidazole Gel)、抗精神病類別的氟呱啶醇片 (Haloperidol Tablets)以及氧氟沙
星滴眼耳滴劑 (Ofloxacin Eye and Ear Drops)及氫溴酸後馬托品眼滴劑 (Homatropine 

Hydrobromide Eye Dorps)配劑。

擴展CRM平台至電子商務以獲得完備的銷售及客戶支援

在先進雲計算客戶關係管理 (「CRM」)電子平台推動下，我們成功實施銷售效率
提升計劃，我們的銷售團隊可憑藉移動訂購功能存取線上庫存信息並提高銷
售效率及在現場下單的生產力。

於完成CRM實施計劃的第二階段後，我們的銷售團隊具備有效工具，透過量身
定制的電子銷售拜訪計劃及匯報系統，以加強我們識別、聯絡及服務潛在客戶
的能力，對準客戶需求，從而促進市場滲透。

在實施計劃的第三階段，CRM平台將擴展並轉型為電子商務操作平台，以提
供全面的銷售訂單及客戶服務管理支援。於電子商務平台，下達訂單、產品查
詢、確認訂單及出貨以及付款結算等業務交易，均可以透過簡單而有效率的線
上流程完成。客戶亦可在平台查閱訂單模式及價格資料等訂單歷史記錄，同時
將為銷售團隊建立額外渠道，以反應迅速及有效率的方式推廣產品、解答客戶
疑難並滿足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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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增值產品挖掘新市場潛力

為補充我們的研發項目並拓寬我們的專科藥物組合以挖掘新市場潛力，本集
團一直積極與跨國夥伴開展合作。該等合作利用區域商業平台涵蓋高端非專
利藥、生物類似藥及醫療器械的授權及技術轉讓，以及於亞太區內的品牌成品
代理。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已與荷蘭、希臘、西班牙、南韓及台灣的知名製造商簽訂
地區授權協議，引進合共79款製造技術難度高的專科藥物，涵蓋心血管、中樞
神經系統、抗感染、腫瘤科、腸胃及眼科等不同治療類，其中包括用於RSV（呼
吸道合胞病毒）的流感快速診斷檢測工具，當中 23項產品已獲來年競標資格。
此外，本集團已於香港取得以上22項產品的市場授權，該等產品已於私營界別
推出，其中12項於報告期內參與公開招標。

建立代理品牌的領導地位

本集團為全球領先的基因型診斷檢測供應商Genomic Health, Inc.的Oncotype DX® 

Breast Cancer Recurrence Score Test香港及澳門獨家分銷商，本集團為該產品的銷
售表現錄得鼓舞的增長，透過與香港乳癌基金會合作的招募計劃，該產品於早
期乳癌患者中的市場份額不斷的增加。該產品已成功獲列入澳門公營醫院，在
香港及澳門頂尖外科醫生及腫瘤科醫生的覆蓋率均合共超過60%。由於對精準
診斷及個人化乳癌治療所帶來益處之意識日益提高，本集團已做好準備，借助
其廣泛的銷售網絡及與醫療專家的緊密聯繫，發掘Oncotype DX®檢測的市場潛
力。

本集團為0.01%、0.05%及0.125%阿托品 (Atropine)滴眼液（該產品的成效經臨床證
實，可減慢兒童近視加深）在香港、澳門、新加坡、馬來西亞及中國廣東省區域
市場的獨家分銷商。在強大銷售滲透及眼科醫生推薦的帶動下，該產品已取得
市場領導地位。我們的業務發展團隊亦與香港中文大學眼科及視覺科學學系
合作，就「用於預防近視的低濃度阿托品 (LAMP-2)」進行臨床研究。該研究的其
中一個主要目的為改變處理近視加深及預防近視的臨床模式。

本集團亦與富利衛美訂立獨家分銷協議，以於中國內地市場以知名藥用護足
品牌「恢甲清 (Excilor)」營銷及分銷其系列產品。恢甲清以其為藥用護足專家為
榮，在指甲感染治療方面的非處方藥物市場上享有優越地位。本集團與富利衛
美的戰略夥伴關係充分發揮彼此在優勢及資源方面的協同效應。通過構建的
市場網絡，本集團旨在為恢甲清品牌建立堅實的地位，同時挖掘增長迅速的中
國指甲及足部護理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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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與建豐胃仙－U有限公司訂立合資公司協議，以向亞太區新市場分銷及
銷售建豐胃仙－U的若干產品，包括廣受認可的腸胃非處方藥物「胃仙－U」及暢
銷鼻用噴霧品牌「呼佳噴霧劑」，以及發掘及開發產品延展，以開拓本集團的品
牌藥平台，支援其區域品牌策略。

針對功能性食品及特殊醫學用途配方食品市場，本集團已搶佔先機，在香港
推出兩款醫療營養產品，即意大利Difass的Aterinorm及法國 Indigo的Gynositol。
Arterinorm是一種營養補充品，含有複雜的天然物質成分，有助血膽固醇水平的
生理控制，其功效已獲認證。就消費者營養領域而言，本集團已與來自挪威的
Smartfish訂立授權協議，以戰略合作形式於亞洲推出其經臨床測試的健康和運
動營養飲品。Smartfish是英格蘭超級聯賽托定咸熱刺足球會運動營養飲品的官
方供應商，其產品現時為專業及業餘領域的頂尖運動員所用。

推出Dr. Freeman醫臣 ®品牌保健護理系列

本集團以「Dr. Freeman醫臣 ®流感╱呼吸道合胞病毒快速測試」產品品牌，於香港
及澳門推出其首個流感╱呼吸道合胞病毒家用式診斷套件。Dr. Freeman醫臣 ®流
感╱呼吸道合胞病毒快速測試是一項簡便的快速家用式檢測工具，專為特定
甲型、乙型流感病毒及呼吸道合胞病毒之檢測而設，檢測結果可於8分鐘內得
知。該產品標誌著本集團於品牌保健護理業務平台下，於眾多家用式檢測產品
組合中首項推出的產品。作為一套簡便、快速及特定的流感傳染病自行診斷套
件，該產品對公眾大有裨益，有助感染流感╱呼吸道合胞病毒患者在發病初期
（尤其是於流感高峰期）尋求迅速而有效的治療。

為應對公眾於冠狀病毒爆發初期對預防感染的逼切需求，本集團以「Dr. Freeman

醫臣 ®感染控制產品系列」品牌，推出新系列的手部消毒產品。該產品線包括兩
款由獲世界衛生組織推薦的不同酒精配方製成的消毒搓手液，功效經充分測
試，可殺滅冠狀病毒，並廣泛應用於手部衛生消毒及手術前手部消毒。該等產
品於本集團獲PIC/S GMP認證的生產設施製造，所用酒精成份完全符合《英國藥
典》及《美國藥典》等級，可安全用於皮膚上。該配方的殺菌力已由世衛參考實驗
室按歐盟標準EN 1500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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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藥品牌的抗逆能力

在政治動盪及冠狀病毒爆發衝擊本地經濟的陰霾下，本集團於報告期內的品
牌藥業務表現亦因零售界別重挫而備受壓力。然而，整合新收購的品牌中藥業
務後，本集團品牌藥分部銷售收益增長 21.2%至272.8百萬港元。

儘管經濟低迷，止痛藥類目中獲廣泛認可且歷史悠久的專利品牌何濟公，與去
年同期相比錄得 10.8%的顯著增長。本集團的藥油品牌十靈油於海外市場錄得
8.4%的增長，其全賴努力不懈進行的市場發展打造深厚品牌傳統及認受性。兩
者均展現本集團專利品牌的抗逆能力。

為利用中國主要跨境網上購物平台的覆蓋率及滲透率，我們正探索透過該新
推出電子商務模式營銷及銷售本集團品牌產品的方案及機遇。舉例而言，保濟
丸已成功於中國兩個跨境電子商務網上平台京東全球購及天貓國際上線，中
國客戶可直接於網上選購產品，並享有跨境上門送貨服務。

為進一步發掘快速增長的中國跨境電子商務潛力，我們正考慮與主要策略夥
伴合作，於領先的跨境電子商務平台開發自營線上旗艦店，旨在充分發掘中國
消費者對品牌藥及優質品牌保健產品的需求，特別是擁有龐大消費力且不斷
增長的華南地區及新設的大灣區。

研發項目進展順利

於報告期內，我們的產品研發項目繼續取得良好進展。包括三種不同劑量的
托莫西汀膠囊 (Atomoxetine Capsules)、甲硝唑凝膠 (Metronidazole Gel)及兩種不同
劑量的氟哌啶醇片 (Haloperidol Tablets)等合共6項產品已於報告期內成功註冊，
並準備於香港推出供應。鹵米松乳膏 (Halometasone Cream)、氟哌啶醇口服滴劑
(Haloperodol Oral Drops)、利福平口服液 (Rifampicin Oral Suspension)及三種不同劑量
的加巴噴丁膠囊 (Gabapentin Caps)等六項其他新產品已完成開發過程，並已向衞
生署提交申請以供批核。於報告期內，我們有6項新增研發項目。截至二零二零
年三月三十一日，我們正在研發的產品有113項，其中50項已獲准註冊，8項已
提交註冊，41項已完成開發階段並正進行穩定製備或穩定性研究，另有22項目
前正進行配方研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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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技術合作項目的進展

前列腺癌篩查的創新非侵入性技術的技術轉讓及商業化

該創新非侵入性技術為前列腺癌篩查的「黃金標準」測試結果（即血液內前列腺
特異抗原 (PSA)含量）核實提供一個快速方便的選擇，可提高患者體驗及盡可能
減少呈假陽性前列腺特異抗原結果的高錯誤率，從而避免不必要的前列腺活
檢程序。該技術於二零一九年第 47屆日內瓦國際發明展上榮獲金獎。

我們已按照指定時間表實施項目計劃，於日本、韓國、英國、法國、中國及香港
等多個中心進行不同階段的臨床試驗，陸續從試驗中心收取大量測試樣本，作
為實驗室測試方法及家用式測試產品應用研究。為新型家用式診斷產品而設
立的生產設施已建立完成，等待認證。

與香港生物科技研究院（「生物科研院」）的新設合作項目

該項與生物科研院進行的新合作項目獲政府創新及科技基金（「創新及科技
基金」）資助，旨在研究於特定製造過程中應用共焦拉曼顯微鏡 (Confocal Raman 

Microscope)會否提供精確控制及管理製造過程的能力，並確保複雜的配方、成
分分配及特定的體內功效得以實現。

該項為期兩年的項目於二零一九年第一季度開展，目前已於實驗室完成先進
及精密的拉曼顯微鏡的安裝確認階段。

我們已建立載有超過40項通用活性藥物成分及超過80項輔料的數據庫，可用於
藥物成分快速抽樣篩查。此外，我們已開發產品的腸溶包衣分析法，可快速有
效分析外衣的成分及薄膜的厚度。我們亦已建立固體配劑成分及每項成分顆
粒大小的分析法，以就所有固體配劑進行詳盡分析，從而提升開發新產品的速
度及成功率。

有關抗癌藥物生產工業化的合作項目

該項目於二零二零年第一季度開展，現與一間北京製藥公司合作開發，將有
效治療非小細胞肺癌 (NSCLC)及慢性骨髓性白血病 (CML)的抗癌藥物生產工業
化。該項目將新式藥物原材料合成的技術及處方工序研究，與本集團於配方技
術方面的專業知識結合，以將科學研究中開發的產品生產工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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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產能及效率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所有生產單位均表現傑出，片劑及膠囊等固體產品、乳膏
及液體的產量分別達 3,136百萬顆、333噸及 2,680千升，分別較去年同期的產量
相應增加6.7%、4.5%及8.8%。

我們繼續於香港11個生產廠房及中國內地1個生產廠房進行生產。本集團的整
體產能及效率因持續整合及精簡計劃，加上有效的原材料採購及生產管理而
進一步提升。

隨著本集團經PIC/S GMP認證的製造廠房新安裝高速設備，緩衝庫存情況已大
為改善，固體劑型及液體劑型的產量至今為止分別呈現27.5%及18.5%的穩健增
長。

本集團其中一間經PIC/S GMP認證的生產附屬公司正美藥品有限公司，一直參
與推動胃仙－U的配方改良及生產，胃仙－U為家喻戶曉的腸胃科藥物，其獨特
雙層配方需要具備專業生產技術及能力。

我們致力於不斷評估完善生產系統及提升經營效率的方法。我們新廠房及所
收購業務單位有效整合，有助提升生產能力及產能，進一步加強本集團作為香
港領先非專利藥製造商的地位，以滿足業務增長及日增的市場需求。

其他策略性投資

本集團已透過與上海復宏漢霖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復宏漢霖」）進行策略合
作，切入生物類似藥的商業市場領域。復宏漢霖於生物類似藥的研發方面佔據
領先地位，並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在聯交所主板成功上市（股份代號：
2696）。本集團已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對復宏漢霖投資15.0百萬美元，其賬面值
已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提高至164.3百萬港元。根據該合作，本集團
有獨家權利在香港、澳門及柬埔寨市場出售及要約出售其中一項復宏漢霖產
品，即用作治療轉移性乳癌的曲妥珠單抗 (Trastuzum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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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出售及贖回可換股票據

進一步收購Orizen Capital Limited的43%股本權益

於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一日收購Orizen Capital Limited（「Orizen」）的45%股本權益後，
於二零一九年八月六日，本集團收購Orizen的另外43%股本權益，代價總額為
113.4百萬港元。該收購事項為加快實行本集團拓展品牌中藥業務組合戰略提供
良機，並為創立領先品牌中藥業務奠定基礎，讓本集團佔據有利位置，實現強
勁的銷售、現金流量及可持續盈利增長。我們預期收購業務會起到輔助作用，
締造協同效應，從而推動本集團的業務增長。

收購一間製藥公司的 50%股本權益

於二零一九年十月九日，由本集團持有50%權益的合資公司收購一間製藥公司
的全部股本權益，代價為178.0百萬港元。目標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於收購事項後
成為本集團的合資公司。目標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擁有經PIC/S認證的生產設施
以生產非專利藥及品牌中藥，並於香港持有相關產品牌照，其中一項為治療復
發急性白血病的三氧化二砷 (Arsenic Trioxide)的唯一口服劑。該合資公司將有助
加強本集團於腫瘤科的覆蓋率並增加本集團於非專利藥及品牌藥業務分部的
市場份額。

部分出售康寧行有限公司的 49%股本權益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康寧行有限公司（「康寧行」）的70%

實際權益，該公司主要透過其零售店進行藥劑製品及品牌藥的零售及批發業
務。於報告期內，本集團致力出售其於康寧行有限公司的49%股本權益，並與
Million Effort Investment Limited展開磋商，該公司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
有限公司，且為滿貫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滿貫」）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出售事
項於二零二零年六月十五日完成，代價總額為41,650,000港元，而本集團在出售
事項後繼續持有康寧行的21%股本權益。透過該戰略合作，本集團與康寧行可
借助滿貫的市場經驗、專業知識及網絡經營其批發及零售業務，特別是滿貫於
澳門零售店舖進行線下直接銷售及透過其跨境電子商務平台進行線上銷售的
零售經驗。出售事項亦有助本集團將更多資源重新分配至其非專利藥及品牌
保健業務的持續發展。

悉數贖回500百萬港元可換股票據

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十月三日發行本金總額500百萬港元按票息率每年3.5%計
息的可換股票據，該等票據原定於二零二零年十月到期（「可換股票據」）。

於報告期內，本公司已透過使用利率較低的銀行融資提前悉數贖回可換股票
據，而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並無尚未贖回的可換股票據。提前贖回可換
股票據讓本集團得以節省利息開支及可換股票據產生的攤銷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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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益

按經營分部劃分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收益

非專利藥 品牌藥

272.8
17%

1,298.7
83%

（百萬港元） 二零二零財年

總計：
1,571.5

225.1
15%

1,253.0
85%

（百萬港元）

總計：
1,478.1

二零一九財年（經重列）

非專利藥 品牌藥

收益較二零一九財年增長93.4百萬港元或6.3%，原因為非專利藥分部及品牌藥
分部收益分別增加45.7百萬港元及47.7百萬港元。兩個分部佔收益的比例分別
為83%及17%。

非專利藥分部收益增長主要反映若干治療類產品業務錄得增長加上消毒劑產
品的收益亦有所增長。該分部增長主要源於本集團廣泛及具針對性的產品組
合之擴展，以及人口老齡化、慢性病盛行及冠狀病毒疫情加大了人們對醫療保
健的需求。

品牌藥分部收益增長主要來自從事品牌中藥業務的新收購附屬公司所帶來的
額外收益，加上本集團的何濟公品牌產品及十靈油等品牌藥品牌表現優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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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地區劃分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收益

（百萬港元）

34.4
2%

1,445.2
92%

57.0
4%

34.9
2%

總計：
1,571.5

二零二零財年

香港 中國內地 澳門 其他

（百萬港元）

35.9
2%

1,372.0
93%

39.9
3%

30.3
2%

總計：
1,478.1

二零一九財年（經重列）

香港 中國內地 澳門 其他

香港繼續為主要收益來源，佔總收益92%，貢獻收益增長73.2百萬港元。中國內
地的收益微跌1.5百萬港元，主要由於自二零二零年初起變更保濟丸及飛鷹活
絡油分銷商，故此前分銷商於報告期內的供應及銷售已告終止。澳門的收益增
長17.1百萬港元，主要來自保濟丸及若干授權產品。其他海外市場的收益增長
4.6百萬港元，主要由於台灣、新加坡及菲律賓等其他亞洲市場的銷售額增加
所致。

銷售成本

材料成本 員工成本 其他生產成本

403.2
46%

264.9
30%

213.4
24%

總計：
881.5

二零二零財年（百萬港元）

333.3
42%

251.9
31%

218.3
27%

總計：
803.5

（百萬港元）二零一九財年（經重列）

材料成本 員工成本 其他生產成本

材料成本繼續為主要組成部分，佔銷售總成本約 46%。銷售成本增加69.9百萬
港元或 21.0%，主要由於分拆自授權產品及合約製造產品的收益增加所致，而
該等產品的材料成本較自製產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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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成本增加13.0百萬港元或5.2%，主要反映本集團業務擴展令員工人數增加
以及薪金增加。

其他生產成本有所減少，反映報告期內實施的優化計劃及成本控制措施有效，
使生產的經常性開支持續減少。

經營溢利

二零一九財年（經重列） 二零二零財年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370.6 318.2

（百萬港元）

經營溢利減少52.4百萬港元或14.1%至318.2百萬港元，主要由於投資物業的公平
值收益減少22.2百萬港元、去年確認的出售物業收益6.4百萬港元、一次性分拆
上市開支6.9百萬港元以及亞太地區及大中華地區建立區域管理架構及市場平
台的投資及經營開支增加所致。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減少主要由於在報告期內提前贖回可換股票據而令攤銷成本有所減
少，惟部分被報告期內銀行貸款利息增加及因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而呈報的額外融資成本所抵銷。

所得稅

所得稅減少主要反映所產生除稅前溢利較低。實際稅率輕微下降是由於報告
期內已贖回可換股票據產生的不可扣稅融資成本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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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應佔溢利

100  

120  

140  

160  

180  

200  

220  

240  

260  

250.6 215.6

（百萬港元）

二零一九財年（經重列） 二零二零財年

股東應佔溢利減少反映經營溢利減少，惟部分由融資成本及所得稅減少補償。

資產

投資物業以及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投資物業以及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增加，主要反映添置106.3百萬港元、採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影響77.8百萬港元及投資物業公平值調整1.2百萬
港元，部分受折舊144.7百萬港元所抵銷。

無形資產

無形資產增加主要反映收購從事品牌中藥業務的附屬公司所產生的添置283.2

百萬港元，以及資本化開發成本16.0百萬港元，部分受攤銷 26.0百萬港元所抵
銷。

存貨

存貨增加主要由於整體銷售額增加及收購從事品牌中藥業務的附屬公司所致。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 88.4%以港元計值（於二零
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95.6%），其餘結餘主要以美元、人民幣、新加坡元及台幣
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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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債

銀行貸款

銀行貸款由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的 829.6百萬港元增加至二零二零年三月
三十一日的1,553.6百萬港元反映報告期內添置銀行貸款，其包括就提前贖回可
換股票據進行再融資的 500百萬港元。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所有銀行貸款以港元計值。

所得款項用途

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

本公司首次公開發售集資所得款項淨額為 695,540,000港元（包括由包銷商行使
超額配股權的所得款項 98,438,000港元，並已扣除我們就首次公開發售支付的
包銷費用、佣金及開支）。下表載列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的所得款項
淨額的擬定用途及實際使用情況：

擬定用途

截至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的實際

使用情況
千港元 千港元

收購－擴展非專利藥及品牌藥業務 139,108 139,108

收購－擴大分銷網絡 104,331 90,288

收購－無形資產 69,554 69,554

資本投資－提升製造廠房及設施 113,197 113,197

資本投資－兩間指定自動生產設施 12,000 12,000

擴大生物等效性臨床研究 94,331 56,510

與生物科研院建立新合作研發中心 10,000 3,920

市場推廣及廣告宣傳 83,465 83,465

一般營運資金 69,554 69,554  

695,540 637,596  

所得款項淨額695,540,000港元已經或擬根據先前於本公司的招股章程所披露的
擬定用途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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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可換股票據所得款項

所得款項淨額 490,352,000港元從可換股票據發行中籌集（已扣除我們就可換股
票據支付的所有相關費用及開支 9,648,000港元）。下表載列截至二零二零年三
月三十一日的所得款項淨額的擬定用途及實際使用情況。

擬定用途

截至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的實際

使用情況
千港元 千港元

撥付潛在併購事項以及於亞太地區
形成策略聯盟（附註） 411,352 411,352

為技術主導型生物製藥項目的引進
授權及直接投資提供支持 79,000 79,000  

490,352 490,352  

附註： 潛在併購事項與品牌藥業務、醫藥項目及於亞太地區形成策略聯盟有關。

所得款項淨額490,352,000港元已經根據先前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九月六
日及二零一七年十月三日的公告所披露的擬定用途動用。

發行新股份所得款項

本公司向雲南白藥發行股份集資所得款項淨額 411,658,000港元（已扣除就發行
股份應付的所有相關費用及開支 342,000港元）。下表載列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
三十一日的所得款項淨額的擬定用途及實際使用情況：

擬定用途

截至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的實際

使用情況
千港元 千港元

併購事項、策略聯盟及引進產品授權 205,829 127,251

收購、擴充及升級營運設施 164,663 164,663

一般營運資金 41,166 41,166  

411,658 333,080  

所得款項淨額411,658,000港元已經或擬根據先前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八
月十四日及二零一八年九月三日的公告所披露的擬定用途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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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資本資源及股本結構

本集團一直貫徹保守的資金管理。穩健的股本架構及財政實力繼續為本集團
的未來業務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本集團現金的主要用途是為營運資金、資本開支及併購提供資金。於報告期
內，本集團主要以營運賺取的現金及銀行借貸撥付其現金需求。

集團資產的抵押

作為銀行貸款抵押品的資產的賬面值由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的 871.6百萬
港元減少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的 751.4百萬港元，主要由於報告期內已
悉數償還以 100百萬港元貿易應收款項作抵押的銀行貸款。

淨資本負債比率

本集團淨資本負債比率（銀行貸款及可換股票據減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除以權
益總額再乘以100%）由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的24.8%增加至截至二零
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的43.6%。淨資本負債比率增加是由於報告期內併購所用
現金及添置銀行貸款所致。

財務風險分析

管理層認為本集團匯率及任何相關對沖並無重大波動風險。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報告期後非調整事項

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九日與滿貫訂立基石投資協議，以發售價每股1.49

港元認購80.0百萬港元的滿貫股份，而滿貫股份已於二零二零年四月十五日在
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3390）。滿貫為多種品牌中藥、保健品、護膚品、個
人護理用品及其他保健產品的供應商，主要於香港銷售及分銷該等產品。此
外，滿貫一直積極透過其在澳門的零售店從事線下直銷，並透過其跨境電子商
務平台從事線上銷售。



– 36 –

於二零二零年四月八日，本集團以現金代價99,150,000港元完成收購LKC Holdings 

Limited的全部股權，以收購香港一幢工業樓宇的若干單位及停車場，該等單位
及停車場現正由本集團的一間製藥公司佔用。

主要風險及不確定因素

以下概述本公司識別的主要風險及不確定因素以及本公司如何致力管控所涉
及風險，該等風險及因素可能對其業務或經營造成重大不利影響。除下列所示
者外，可能尚有其他主要風險及不確定因素為本公司不知悉或目前可能不屬
重大但未來可能會變得重大。

－ 本集團從事藥品製造業並需遵守多項法規；未能遵守藥品或其他法規可
能會限制我們的業務營運。本集團於各製造廠房均設有專責品質控制及
品質保證小組，以確保遵守相關法規。

－ 本集團已成功進行多項收購；惟本集團日後可能無法成功識別、完成及整
合併購。本集團將繼續尋求新收購機會，並進行充分盡職調查，以評估潛
在收購目標。

－ 本集團從事非專利藥業務，新產品開發為本集團提供額外增長動力。然
而，我們可能無法如期開發及推出新產品。本集團繼續投資新產品研發，
並委聘外部專家，以提升整體研發實力。

－ 本集團亦可能因瑕疵產品遭受責任風險及虧損，並使本集團聲譽受損。雖
然本集團已投購產品責任保險，但投保金額可能不足以支付所有索償。本
集團已指定生產及品質保證小組監督各廠房產品品質以確保其符合相關
規格。

本公司相信，風險管理對本集團營運的效率及效益至關重要。本公司的管理層
協助董事會評估本集團業務中的重大風險、參與制定合適的風險管理及內部
監控措施，並確保於日常營運管理中落實該等措施。



– 37 –

環境政策及表現

本集團主要從事非專利藥及品牌藥的製造，此業務對環境並無造成任何重大
影響。本集團營運所產生的主要環境影響與水電及紙張消耗有關。本集團完全
知悉可持續環境發展的重要性，並已採納多項措施以鼓勵環保及節能。

於報告期內，概無任何有關適用環境法律及法規的重大監管不合規情況。

遵守法律及法規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在所有重大方面均遵守對本集團產生重大影響的適用法
律及法規。

企業管治摘要

本集團致力於維持高水準的企業管治，以保障股東權益、提升企業價值及增強
企業責任。本公司已採納企業管治守則作為其本身的企業管治守則。

於報告期內，本公司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的所有守則條文，並採納其中大多數
最佳常規，惟下列條文除外：

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職責應有區分，不
應由同一人擔任。主席與行政總裁之間職責的分工應清楚界定並以書面列載。

岑先生現時擔任本公司董事會主席兼行政總裁，因此並無載列主席與行政總
裁職責劃分的書面職權範圍。董事會認為，岑先生為本集團創辦人，自本集團
成立以來一直管理本集團的業務及整體策略規劃，由岑先生擔任主席及行政
總裁的職責對本集團的業務前景及管理有利，可確保本集團貫徹的領導，令本
集團整體的策略規劃更有效益及效率。董事會亦認為，現行安排不會損害權力
與權限之間的平衡，而此架構將令本公司能夠迅速有效地作出及推行決策。

董事會將繼續檢討，並於顧及本集團整體情況後，於適當時候考慮將董事會主
席與本公司行政總裁的職責分開。



– 38 –

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標準守則作為其本身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經向董事
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報告期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
定標準。

審核委員會

董事會已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楊俊文先生
（主席）、林烱堂醫生及黃志基教授組成。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包括檢討及監
督本集團的財務報告程序、內部監控及風險管理系統、編製財務報表及內部監
控程序。審核委員會亦就有關集團審核範圍內的事宜擔當董事會與外部核數
師的重要橋樑。審核委員會已連同本公司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於報告期內的年
度業績。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報 告 期 內，本 公 司 於 聯 交 所 購 回 本 公 司 合 共81,404,000股 股 份，代 價 總 額 為
127,634,000港元（不含開支），詳情如下：

購回股份月份
已購回

股份總數
每股股份支付價格 已付代價總額
最高 最低 （不含開支）
港元 港元 千港元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69,634,000 1.73 1.31 107,212

二零二零年一月 11,770,000 1.74 1.66 20,422  

總計 81,404,000 127,634  

14,218,000股及67,186,000股購回股份已分別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及二零
二零年四月二十九日註銷。因此，本公司的已發行股本分別於二零一九年十二
月二十四日及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九日減至2,001,407,000股股份及1,934,221,000

股股份。進行該等回購旨在提升每股盈利。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報告期內，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
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已發行股份總數為2,001,407,000股（二零一九年三
月三十一日：2,015,625,000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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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宣派二零二零財年的末期股息每股2.5港仙（二零一九年：末期股息
每股3.0港仙），惟須待股東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三日（星期三）舉行的二零二
零年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而有關股息預期將於二零二零年十月十三日（星期
二）派付予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星期三）（即釐定股東收取擬派末期股息
資格的記錄日期）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經計及已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二十三日派付的中期股息每股2.0港仙，於二零二零財年的股息總額為每股4.5

港仙（二零一九年股息總額：每股4.5港仙）。有關本集團末期股息的詳情載於本
公告附註9。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

為確定本公司股東出席二零二零年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資格，本公
司將自二零二零年九月十八日（星期五）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三日（星期三）
（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期間將不會辦理本公司股份過戶登
記。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二零年九月十七日（星期四）下午四時
三十分前送交本公司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
香港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 54樓，以辦理登記手續。

為確定本公司股東收取末期股息的資格，本公司將自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九
日（星期二）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星期三）（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東登
記手續，期間將不會辦理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八日（星期一）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本公司香港股份
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
54樓，以辦理登記手續。

公佈二零二零年年度業績公告及二零二零年年報

本 年 度 業 績 公 告 刊 登 於 聯 交 所 網 站 (www.hkexnews.hk)及 本 公 司 網 站
(www.jacobsonpharma.com)。載有上市規則規定所有資料的二零二零年年報將登
載於聯交所及本公司各自的網站，並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承董事會命
雅各臣科研製藥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公司秘書

嚴振亮

香港，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岑廣業先生（亦為主席兼行政總裁）、嚴振亮
先生（亦為公司秘書）及潘裕慧女士；非執行董事林誠光教授；及獨立非執行董
事林烱堂醫生、楊俊文先生及黃志基教授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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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

於本公告中，除非另有規定，否則適用以下詞彙：

「二零二零年股東週年
大會」

指 應屆本公司二零二零年股東週年大會

「二零二零年年報」 指 本公司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年度報告

「聯繫人、主要行政人員、
控股股東」

指 各自具有上市規則所述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企業管治守則」 指 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經不時
修訂

「中國」或「中國內地」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年報而言，不包括香港、
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本公司」 指 雅各臣科研製藥有限公司，於二零一六年二月
十六日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獲豁免有限公司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二零一九財年」 指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零財年」或
「報告期」

指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GMP」 指 藥品生產質量管理規範，監管藥劑製品生產的
詳細實務指引，旨在減少生產錯誤及可能發生
的污染以保障消費者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雅各臣」、「本集團」、
「我們」或「我們的」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以及（就我們成為旗下現
有附屬公司的控股公司前的期間而言）該等附
屬公司或其前身（視情況而定）所營運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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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經不時修訂或補充）

「主板」 指 聯交所主板

「標準守則」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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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岑先生」 指 岑廣業先生，我們的主席、執行董事、行政總
裁兼控股股東之一

「淨資本負債比率」 指 債務淨額除以權益總額再乘以100%

「PIC/S」 指 旨在提倡不同地理市場中參與機關之間於GMP

領域的建設性合作的兩個國際機構（藥品稽查
會議及藥品稽查合作組織）

「PIC/S GMP」 指 依循PIC/S頒佈的PIC/S GMP指引的藥品生產質
量管理規範

「私營界別」 指 非公營界別

「招股章程」 指 本公司所刊發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九月八日的招
股章程

「公營界別」 指 香港公營界別機構及診所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普通股

「股份授予計劃」 指 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十月十六日採納的股份授
予計劃，其主要條款概述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
一八年十月十六日的公告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世衛」 指 世界衛生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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