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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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載有涉及風險及不明確因素的前瞻性陳述。除過往事實陳述以外的所
有陳述均為前瞻性陳述。該等陳述涉及已知及未知的風險、不明確及其他因
素，當中部分並非本公司所能控制，且可導致實際業績、表現或成果與該等前
瞻性陳述所明示或暗示者存在重大差異。 閣下不應依賴前瞻性陳述作為未來
事件的預測。本公司概不承擔任何更新或修訂任何前瞻性陳述的責任，無論是
否由於新資料、未來事件或其他因素所致。

TOT BIOPHARM International Company Limited
東曜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875）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2020年中期業績及里程碑概要

財務概要：

• 收益為人民幣13,030千元，同比下降47%，主要係因原研代理產品S-1銷
量受到國家帶量採購影響，以及CDMO及CMO業務須配合客戶研發計劃
時程所致。

• 研發費用為人民幣99,325千元，同比增加 31%，主要係因TAA013 ADC項
目於完成 I期臨床試驗後，旋即於本期接續啟動 III期臨床試驗所致。

• 銷售費用為人民幣13,726千元，同比下降19%，主要係因新冠疫情導致本
期多項行銷活動暫停或延後所致。

• 一般及行政開支為人民幣24,118千元，同比下降31%，主要係因2019年同
期與 IPO相關之費用所致。

• 綜上，本期淨虧損達人民幣 129,183千元，同比增加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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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上半年，本集團積極推動戰略發展升級，聚焦資源，突出優勢，提升
核心競爭力：

• 加速推進5個臨床階段產品的上市進程，其中包括mAb藥物TAB008、
TAB014，ADC藥物TAA013及化學藥物TOZ309、TOM312。

• 聚焦核心優勢，優化早期產品管線。
• 強化ADC平台優勢，豐富ADC產品管線，持續提升創新度。
• 積極拓展CDMO及CMO業務，加強項目合作，創造新的收入增長點。
• 充分開放研發技術平台，強強聯合，降低新藥開發成本和風險，加速新

藥上市進程。
• 加強人才引進和激勵。

東曜藥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或「我們」）截至 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
審核綜合財務業績，連同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比較數字，該等資料載
於本公告「綜合財務資料」一節。

本公告「綜合財務資料」一節所載的財務資料乃摘錄自本集團簡明綜合中期財
務報表，該等報表乃未經審核，惟已經由本集團外部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
事務所（「羅兵咸」）根據香港審閱準則第2410號進行審閱以及由本公司審計與關
聯方交易審核委員會進行審閱。羅兵咸的無保留意見審閱報告載於將寄發予
本公司股東的 2020年中期報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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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資料

中期簡明綜合全面虧損表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附註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2 13,030 24,606
收益成本 (3,141) (7,352)
研發開支 (99,325) (75,804)
銷售開支 (13,726) (16,848)
一般及行政開支 (24,118) (35,055)
其他虧損－淨額 (1,083) (524)  

經營虧損 (128,363) (110,977)
財務收入 698 1,598
財務成本 (1,518) (413)  

財務（成本）╱收入－淨額 (820) 1,185
向投資者發行的金融工具之公允價值變動 – (5,894)  

除所得稅前虧損 3 (129,183) (115,686)
所得稅開支 4 – –  

期內及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 (129,183) (115,686)  

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權益工具
之公允價值變動 1,363 (136)

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時產生的匯兌差額 2,858 (956)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虧損），扣除稅項 4,221 (1,092)  

期內及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應佔全面虧損總額 (124,962) (116,778)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人民幣） 5 (0.23)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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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2020年

6月30日
2019年

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6 310,820 300,230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預付款項 677 9,244
使用權資產 6 21,247 28,435
無形資產 6 2,839 2,391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金融資產 9,354 7,991
其他非流動資產 61,568 54,708  

406,505 402,999  

流動資產
存貨 11,070 15,25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7 11,500 14,406
預付款項 26,152 10,938
合約資產 4,145 2,450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241,051 32,13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13,509 539,180  

407,427 614,363  

總資產 813,932 1,017,362  

權益
股本 1,874,438 1,874,438
其他儲備 51,920 36,925
累計虧損 (1,182,269) (1,053,086)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744,089 858,277  

總權益 744,089 858,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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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2020年

6月30日
2019年

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負債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6,197 12,299  

流動負債
借款 – 60,000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8 57,532 81,418
合約負債 4,469 2,593
租賃負債 1,645 2,775  

63,646 146,786  

總負債 69,843 159,085  

總權益及負債 813,932 1,017,362  

流動資產淨值 343,781 467,57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750,286 870,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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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除另有註明者外，該等財務報表以人民幣千元呈列。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於 2020年8月13日
獲董事會批准刊發。

1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

編製綜合財務報表所用主要會計政策載列如下。除另有指明者外，該等政策於所呈列之
所有年度貫徹應用。

1.1 擬備基準

於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半年度報告期間的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告乃根據香港會計
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中期報告並未包括年度財務報告中通常包含的所有類型的附註。因此，本報告應與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報以及本公司於中期報告期間發佈的任何公告一
併閱讀。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所載有關截至 2019年12月31

日止年度之財務資料（作為比較資料）並不構成本公司於該年度之法定年度綜合財
務報表，惟摘錄自該等財務報表。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622章）第436條須予披露之
有關該等法定財務報表的進一步資料如下：

本公司已按香港公司條例（第622章）第662(3)條及附表6第3部之規定向公司註冊處處
長遞交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

本公司核數師已就該等財務報表作出報告。核數師報告並無保留意見；並無載有核
數師於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情況下，提請注意任何引述之強調事項；亦未載有根據香
港公司條例（第622章）第406(2)條、第407(2)條或 (3)條作出之陳述。

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以前財政年度及相應中期報告期間所採用的會計政策一致。
於中期期間的所得稅乃採用將適用於預期年度盈利總額的稅率累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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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及收益資料

(a) 分部及主要活動描述

本集團從事自主開發生物藥物的研究、開發及許可。本集團研發活動的成果將優先
獲本集團用於自身商業化。全部收益來源由一支團隊負責管理及經營。因此，管理
層認為僅有一個分部，故並無呈列分部資料。

(b) 與客戶的許可協議

於2017年1月，本集團與製藥公司訂立協議，向客戶許可其中一項生物製藥專業技
術進行開發及商業化，為期10年。協議載有不可退還預付款項、專業技術商業化後
的里程碑付款及基於銷售的特許權使用費。於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並無達
到任何里程碑，故於截至 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並無確認任何收益（於截至2019年
6月30日止六個月：相同）。

(c) 各收益類別的金額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確認時間
在某一時間點：
－佣金收益 10,111 15,003

－商品銷售 204 179

－CMO – 6,465

隨時間：
－CDMO 2,715 2,950

－其他 – 9  

13,030 24,606  

(d) 下表呈列與上述安排有關的合約資產及合約負債之分析。

2020年
6月30日

2019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合約資產－佣金代價 4,145 2,450

合約負債－CDMO (4,469) (2,593)  

(324) (143)  

(i) 合約負債產生自CDMO及CMO，在向客戶提供服務之前收到付款時確認並將
在1年內入賬列為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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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就合約負債確認的收益

下表顯示於當前報告期就結轉合約負債確認的收益金額。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計入於期初合約負債結餘的已確認收益
－服務收益－CDMO 2,128 1,729

－服務收益－CMO – 1,293  

2,128 3,022  

(f) 未履行長期合約

許可合約包括預付費用人民幣 8,400,000元（含稅）及開發里程碑付款合共人民幣
48,100,000元（含稅）。合約亦包括基於銷售的特許權使用費。由於並無達成里程碑，
於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並無確認收益（於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無）。
根據最可能的金額及應用可變代價限制，剩餘開發里程碑及基於銷售的特許權使
用費未納入交易價中。因此，於 2020年6月30日，在考慮限制因素後，概無交易價將
分配至未履行的履約義務（於2019年12月31日：相同）。

除上述合約外，所有其他CDMO收益合約均在1年或以內有效，並按照所發生的時間
入賬。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所准許，並未披露分配至該等未履行合約的交易
價。

(g) 地區資料

截至 2020年及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收益及非流動資產（金融資產除外）的地區資
料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收益 非流動資產 收益 非流動資產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 13,030 396,352 24,606 378,465

其他 – 799 – 1,373    

13,030 397,151 24,606 379,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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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除所得稅前虧損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除稅前虧損乃經扣除下列各項後達致：
－僱員福利開支 54,927 46,599

－臨床試驗（不包括僱員福利開支） 23,880 17,620

－研發材料及消耗品 17,355 10,586

－攤銷及折舊費用（附註6） 15,940 13,089

4 所得稅開支

所得稅開支的確認基於管理層對整個財政年度的預期所得稅率的估計。

自綜合收益表扣除的所得稅開支金額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所得稅 – –

遞延所得稅 – –  

– –  

由於本集團並無估計應課稅溢利，故並無計提利得稅撥備。

5 每股虧損

(a) 每股基本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虧損除以期內的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
均數目計算。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人民幣千元） (129,183) (115,686)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目（千股）（附註） 570,000 293,359  

每股基本虧損（人民幣元） (0.23) (0.39)  

附註： 計算截至 2020年及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時所使用
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已就資本化發行作追溯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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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每股攤薄虧損

每股攤薄虧損乃透過調整發行在外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目以假設轉換所有潛在攤
薄普通股而計算。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有一類潛在普通股：授予僱
員的股票期權（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有兩類潛在普通股：可轉換優
先股及授予僱員的股票期權）。由於本集團於截至2020年及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產生虧損，潛在普通股並未計入每股攤薄虧損計算中，因為將其計入在內將具反攤
薄作用。因此，截至2020年及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每股攤薄虧損與相關年度的
每股基本虧損相同。

6 物業、廠房及設備、無形資產及使用權資產

物業、
廠房及設備 無形資產 使用權資產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於2020年1月1日的期初賬面淨值 300,230 2,391 28,435
添置 24,985 835 –
折舊及攤銷費用（附註3） (14,262) (387) (1,291)
出售 (133) – (5,913)
匯兌差異淨額 – – 16   

於2020年6月30日的期末賬面淨值 310,820 2,839 21,247   

物業、
廠房及設備 無形資產 使用權資產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於2019年1月1日的期初賬面淨值 294,420 1,901 29,324
添置 8,445 213 1,636
折舊及攤銷費用（附註3） (11,569) (272) (1,248)
匯兌差異淨額 – – (22)   

於2019年6月30日的期末賬面淨值 291,296 1,842 29,690   

7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2020年
6月30日

2019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來自客戶合約的貿易應收款項 3,816 6,741
其他應收款項 7,684 7,665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1,500 14,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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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6月30日

2019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來自客戶合約的貿易應收款項 3,816 6,741  

客戶一般獲授介乎15至60日的信貸期。

於2020年6月30日及2019年12月31日，按發票日期計算的貿易應收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2020年
6月30日

2019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30日內 1,849 4,727
31日至90日 1,967 2,014  

3,816 6,741  

8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2020年
6月30日

2019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計研發成本 24,886 20,200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應付款項 5,120 15,879
應付員工薪金及福利 9,315 10,108
應計上市開支 2,410 20,629
應計宣傳及廣告費 – 1,017
應付關聯方款項 – 520
應計辦公室開支及其他 15,801 13,065  

57,532 81,418  

9 股息

於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概無派付或宣派任何股息（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
年度：無）。

10 資本承擔

於各資產負債表結算日已訂約但尚未產生的資本開支如下：

2020年
6月30日

2019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6,086 27,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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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業務環節的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面對中國醫藥行業的蓬勃發展和生物製藥激烈的市場競爭，我們加速戰略發展
步伐，聚焦優勢資源，提升創新能力及強化在抗體偶聯藥物（「ADC」）領域的競
爭優勢，力求成為中國ADC領域的領導者。隨著本公司在腫瘤藥物領域自主創
新能力的不斷提升，我們已建立較為完善的ADC藥物技術及開發平台。其中，
自主研發的HER2靶向的在研ADC TAA013已順利進入 III期臨床試驗，這是中國
市場第一個以T-DM1作為通用名稱 (INN)之ADC產品進入 III期臨床試驗。

2020年上半年，我們積極推動重點產品的臨床試驗及新藥上市進程；優化產品
管線，強化創新度；完善ADC商業化生產平台，開放技術平台；加速推動合約
開發生產組織（「CDMO」）及合約生產組織（「CMO」）以及創新藥物的合作，為進
入商業化發展新階段做好準備。

產品開發策略

2020年上半年，本集團積極推動戰略發展升級，聚焦資源，突出優勢，提升核心
競爭力：

• 加速推進5個臨床階段產品的上市進程，其中包括單克隆抗體（「mAb」）藥
物TAB008、TAB014，ADC藥物TAA013及化學藥物TOZ309、TOM312。

• 聚焦核心優勢，優化早期產品管線。

• 強化ADC平台優勢，豐富ADC產品管線，持續提升創新度。

• 積極拓展CDMO及CMO業務，加強項目合作，創造新的收入增長點。

• 充分開放研發技術平台，強強聯合，降低新藥開發成本和風險，加速新藥
上市進程。

• 加強人才引進和激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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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里程碑及業務進展

於2020年上半年，本公司達成以下主要里程碑及業務進展：

臨床試驗進展

• TAB008（抗VEGF mAb）（非鱗狀非小細胞肺癌 (nsNSCLC)）：作為本公司進度
最快的在研生物藥及核心產品，TAB008 III期臨床試驗已達到主要終點，
積極採用新版《藥品註冊管理辦法》並準備提交新藥上市申請 (NDA)。

• TAA013（抗HER2 ADC）（HER2陽性乳腺癌）：為本公司重點臨床階段產品，
III期臨床試驗已順利啟動，並於2020年7月完成首例臨床試受者給藥。

• TAB014（抗VEGF mAb）（濕性年齡相關黃斑病變 (wAMD)）：2020年初，III期方
案獲得德國藥監機構 (PEI)認可。並向國家藥品審評中心 (CDE)提交中國關
鍵性臨床試驗法規的諮詢。

商業化及生產進展

• 成功生產多批次ADC產品TAA013的 III期臨床用藥。

• 完成ADC原液生產車間基礎設施建設，預計2020年下半年投入使用。

展望及策略

伴隨本公司戰略發展升級，研發能力的不斷提升，我們對標國際前沿，加速ADC
藥物研發及商業化進程，並持續豐富該領域的產品管線，希望能夠持續保持中
國ADC研發生產領先地位。與此同時，我們將擴大開放商業化生產平台，把該
平台擴展成為先進的、符合GMP國際化要求的ADC商業化生產平台，為我們在
ADC領域的發展奠定基礎並搶佔市場先機。

未來，我們將繼續聚焦於抗腫瘤藥物領域，發揮競爭優勢，在重點方向進一步
加強資源的投入，加快ADC藥物的研發和現有藥物TAA013臨床 III期的推進，重
點推進TAB008、TOZ309和TOM312的商業化進程，加快ADC原液和製劑生產車
間的建設，以及加強溶瘤病毒和脂質體平台建設，為未來產品上市做好產能準
備。同時，在滿足現有產品生產需求的基礎上，利用小分子化學藥、mAb及ADC
的技術平台優勢和商業化生產能力，加快促進CDMO及CMO項目合作，在創造
多元化收入的同時，豐富創新產品組合的在研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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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財務項目的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概況

2020上半年度，本集團的收益為人民幣13,030千元，而2019年同期的收益為人民
幣24,606千元，以及淨虧損為人民幣129,183千元，而2019年同期的淨虧損為人民
幣115,686千元。2020上半年度，本集團的研發開支為人民幣99,325千元，2019年
同期則為人民幣 75,804千元。2020上半年度本集團的一般及行政開支為人民幣
24,118千元，2019年同期則為人民幣35,055千元。2020上半年度本集團的銷售開
支為人民幣 13,726千元，2019年同期則為人民幣16,848千元。

營業收益及收益成本

本集團的多元化收益主要來自與我們策略業務合作夥伴，包括與商業化S-1有
關的營銷服務佣金、以及向其他生物科技公司提供CDMO及CMO服務的收益等。

本集團2020上半年度的佣金收益為人民幣10,111千元，由2019年同期的人民幣
15,003千元減少人民幣4,892千元，主要係因原研代理產品S-1銷量受到國家帶量
採購影響。

本集團2020上半年度的CDMO及CMO等服務收益為人民幣 2,715千元，由 2019年
同期的人民幣 9,415千元減少人民幣 6,700千元，則主要係配合客戶研發計劃時
程所致。提供CDMO及CMO服務所需要的材料、人工、費用等，也伴隨著業務量
變動而有所減少。

研發費用

本集團的研發費用主要包括臨床試驗開支、研發人員的薪資福利開支、折舊及
攤銷開支、研發材料及消耗品、以及委託第三方執行臨床與非臨床研究之費用
等。

本集團2020上半年度的研發費用為人民幣99,325千元，而2019年同期則為人民
幣75,804千元，主要係因本公司TAA013 ADC項目於完成 I期臨床試驗後，旋即於
2020上半年度接續啟動 III期臨床試驗，以致相關之合約研究組織 (CRO)與製備
臨床用藥所需的原料藥 (API)、輔料及耗材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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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費用

本集團的銷售開支主要包括營銷人員的薪資福利開支、會議費用、營銷及推廣
開支，及差旅開支等。

本集團2020上半年度的銷售費用為人民幣13,726千元，由2019年同期的人民幣
16,848千元減少人民幣 3,122千元。主要係因 2020上半年度整體經濟環境受到新
冠疫情影響而放緩，以致多項行銷活動暫停或延後所致。

一般及行政開支

本集團的一般及行政開支主要包括管理及行政人員的薪資福利開支、上市開
支、法律諮詢費用、以及審計和稅務相關的專業服務開支。

本集團2020上半年度的一般及行政開支為人民幣24,118千元，由2019年同期的
人民幣35,055千元減少人民幣10,937千元，主要係因2019年同期與 IPO相關之費
用所致。

財務收入

本集團的財務收入主要係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2020上半年度的財務收入為人
民幣698千元，由2019年同期人民幣1,598千元減少人民幣900千元，係因本期內
於持牌商業銀行存入保本結構性存款，其利息收入作為其他收入而並非財務
收入入賬。

財務成本

本集團的財務成本主要係因應營運週轉需求而向銀行借款所產生之利息開支。

本集團2020上半年度的銀行借款利息開支為人民幣1,518千元，較2019年同期之
人民幣 413千元增加人民幣 1,105千元，主要係因自2019年中始動用較高銀行借
款額度支應研發與運營活動，本期期間內借款部位較2019年同期為高所致。

向投資者發行的金融工具之公允價值變動

本集團向投資者發行的金融工具係於2018年發行的可轉換優先股，並已於2019
年11月8日 IPO時自動轉換為本公司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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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投資者發行的金融工具之公允價值變動乃主要參考獨立估值師釐定的本集
團總權益價值釐定。於2020上半年度，本集團無向投資者發行的金融工具，2019
年同期向投資者發行的金融工具之公允價值虧損為人民幣5,894千元。

所得稅開支

於2020上半年度及2019年同期，本集團並無產生任何所得稅開支，此乃由於本
集團於該兩個期間並無產生應課稅收入。

期間虧損

有鑒於上述因素，本集團2020上半年度的虧損為人民幣129,183千元，由 2019年
同期的人民幣 115,686千元增加人民幣13,497千元。

淨資產

本集團截至2020年6月30日的淨資產為人民幣744,089千元，相較於截至2019年底
的人民幣858,277千元減少了人民幣114,188千元，主要係本期淨虧損及以股份為
基礎的薪酬儲備增加所致。

現金流動及資金來源

於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人民幣113,509千元，由2019年
底的人民幣539,180千元減少人民幣425,671千元。此變動主要係營業虧損、資本
支出、於持牌商業銀行存入保本結構性存款以及償還銀行借款等現金流出所
致。

於2020上半年度，本集團的經營活動現金淨流出為人民幣 106,948千元，由 2019
年同期的人民幣123,966千元減少人民幣17,018千元，係因2019年同期之預付款項
金額較高所致。本集團本期投資活動現金淨流出為人民幣235,791千元，由2019
年同期的人民幣27,847千元增加人民幣207,944千元，主要係於持牌商業銀行存
入保本結構性存款以及資本支出較高所致。本集團的融資活動現金淨流出為
人民幣79,399千元，由2019年同期的融資活動現金淨流入的人民幣53,811千元減
少人民幣133,210千元，主要係2019年借入的銀行借款於本期歸還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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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審計與關聯方交易審核委員會之審閱

本公司審計與關聯方交易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的財務匯報過程、風險管
理及內部控制系統，以及本集團截至 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中期
財務報表，並認為該等報表已遵從適用會計準則、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
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及法律規定，且已作出充分披露。

股息

董事會已決議不宣派截至 2020年 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的原則
及守則條文作為本公司企業管治常規的基礎。

董事會認為，於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守
則所載的所有適用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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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董事均確認於截至 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
月期間及截至本公告日期，彼等均一直遵守標準守則的規定。

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用途

本公司全球發售及於聯交所主板上市（「全球發售」）所籌集的所得款項淨額，於
扣除包銷費用及佣金以及本公司就全球發售應付的開支後，約為人民幣448,615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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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0年6月30日，本公司自全球發售籌集的所得款項淨額之尚未動用金額約
為人民幣321,656千元，以銀行存款以及於持牌商業銀行的保本結構性存款的形
式存置。該等尚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擬根據本公司就全球發售所刊發日期為
2019年10月29日的招股章程內「未來計劃及所得款項用途」一節所載的建議用
途應用。

上述所得款項淨額於截至 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的用途明細，以及尚未
動用部分的預期使用時間表，將於本公司的2020年中期報告內披露。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於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
或贖回本公司的任何上市證券。

刊發中期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

本公告刊載於本公司網站(www.totbiopharm.com.cn)及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
本公司的2020年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於上述網站登載。

承董事會命
東曜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黃純瑩

香港，2020年8月13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黃純瑩女士及劉軍博士；本公司非執行董事
為付山先生、孔繁建博士、康霈先生及裘育敏先生；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為胡蘭女士、孫利軍博士及張鴻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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