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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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509）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
中期業績公告

2020年中期業績摘要

‧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收益總額為人民幣2.5044億元，較截至
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收益總額人民幣4.4743億元減少44%。

‧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淨虧損為人民幣0.6649億
元，而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淨虧損則為人民
幣0.1647億元。

‧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虧損為人民幣9.23分（截至2019年6
月30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虧損人民幣2.29分）。

‧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2019年6
月30日止六個月：無）。

董事會宣佈，本集團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財務業績連同
2019年的比較數字載於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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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收益 4 250,435 447,425
銷售及服務成本 (191,820) (290,519)

毛利 58,615 156,906

其他收入 1,327 844
其他收益及虧損淨額 3,334 63,799
銷售及分銷開支 (63,593) (110,326)
行政及其他營運開支 (61,705) (123,118)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 (102)

營運虧損 (62,022) (11,997)
融資成本 6 (13,163) (16,050)

除所得稅前虧損 (75,185) (28,047)
所得稅抵免╱（開支） 7 19 (1,709)

期內虧損 8 (75,166) (29,756)

其他全面收入：
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應佔聯營公司其他全面收入 142 8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總額 142 8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75,024) (29,748)

以下各方應佔期內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66,491) (16,473)
 非控股權益 (8,675) (13,283)

(75,166) (29,756)

以下各方應佔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66,349) (16,465)
 非控股權益 (8,675) (13,283)

(75,024) (29,748)

每股虧損 10
 基本及攤薄（人民幣分） (9.23)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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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0年6月30日

於2020年
6月30日

於2019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 351,287 338,728
使用權資產 398,455 428,942
商譽 22,444 22,444
其他無形資產 50,887 52,507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7,434 7,292
租金按金 11,005 11,996
遞延稅項資產 1,412 1,412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
 之金融資產 185,766 185,766
其他長期資產 17,070 13,931

1,045,760 1,063,018

流動資產
存貨 17,261 23,437
應收或然代價 12,419 12,419
貿易應收款項 12 48,141 51,944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92,314 196,95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5,658 33,853

285,793 318,609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3 54,072 47,169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340,449 295,359
應付關聯方款項 1,225 1,225
應付稅項 12,561 12,365
其他借款 21,321 36,008
租賃負債 55,813 73,424
撥備 1,656 1,656

487,097 467,206

流動負債淨值 (201,304) (148,59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844,456 914,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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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0年
6月30日

於2019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其他借款 52,697 37,577
租賃負債 574,933 584,493
遞延稅項負債 33,912 34,413

661,542 656,483

資產淨值 182,914 257,938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4 598 598
儲備 160,047 226,39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60,645 226,994

非控股權益 22,269 30,944

總權益 182,914 257,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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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
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於2015年7月7日，本公司之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

茲提述日期為2019年4月1日之公告，本公司普通股已於2019年4月1日起於聯交所暫停買
賣，以待刊發有關本集團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業績。

茲提述日期為2019年6月12日之公告，本公司於2019年5月15日收到一封聯交所函件，
內容有關對本公司的復牌指引，包括：(i)刊發所有尚未刊發的財務業績及處理任何審核
修訂；(ii)進行獨立內部控制審查，並證明本公司設有充足內部控制及程序以符合上市規
則；及(iii)公佈所有重大資料以供本公司股東及其他投資者評估本公司的狀況。倘本公司
未能以聯交所滿意的方式補救引起暫停買賣的事宜及全面遵守上市規則並於2020年9月30
日之前復牌，則聯交所上市部將建議聯交所上市委員會（「上市委員會」）開始將本公司除
牌，惟聯交所有權在適當情況下根據上市規則第6.10條指定較短具體補救限期。

於2020年11月26日，上市委員會對本公司復牌及上市地位進行了審議。本公司收到聯交
所日期為2020年11月27日的信函，指出上市委員會已決定根據上市規則第6.01A條取消本
公司的上市地位（「除牌決定」）。信函顯示，除非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2B章申請覆核除
牌決定，否則股份的最後上市日期為2020年12月11日，其股份的上市地位將自2020年12
月14日上午九時正起取消。

本公司已於2020年12月4日提交申請，要求將除牌決定提呈至上市覆核委員會覆核。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人民幣亦為本公司之功能貨
幣。除另有指明者外，所有數值已調整至最接近的千位數。

2. 持續經營基準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虧損約人民幣75,166,000元。於2020年6月30
日，本集團流動負債淨額約為人民幣201,304,000元。該等狀況表明存在或會使本集團持
續經營能力嚴重成疑之重大不確定因素。因此，本集團可能無法在正常的業務過程中變現
其資產並清償其債務。本公司董事基於以下假設及措施，已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未經審核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a) 本集團正積極出售若干附屬公司，包括但不限於南通和美家醫院。本集團管理層有
信心，該等出售事項將為本集團產生至少人民幣1.50億元的現金流入，並大幅減少本
集團於2021年的整體資本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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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管理層已停止或延遲幾乎所有新醫院建設及新投資，直至本集團的流動負債淨額狀
況得到解決；

(c) 本集團於銷售成本、行政開支及資本支出方面採用成本控制措施；

(d) 本集團亦竭力銷售及實施全面的政策以改善經營現金流量。

本公司董事已審閱本集團由管理層編製的現金流量預測。現金流量預測涵蓋自2020年6月
30日起不少於十二個月期間。經計及上述假設及措施，本公司董事認為本集團將具備足夠
的營運資金以撥付其營運所需，並於自2020年6月30日起計十二個月內能履行其到期財務
責任以及相信本集團將保持持續經營，因而本集團已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未經審核簡明綜
合財務報表。

3. 編製基準

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
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
規定編製。

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應與2019年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編製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
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相同。

4. 收益

收益指提供專科醫院服務及供應藥品及醫療設施業務的已收或應收款項減折扣及銷售相關
稅項，載列如下：

本集團的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專科醫院服務：
 提供醫療服務 211,645 390,302
 銷售藥品及醫療設施 37,349 52,359

供應藥品及醫療設施業務 1,441 4,764

來自客戶合約的收益 250,435 447,425

截至2020年及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所有收益於某個時間點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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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部資料

就為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而言，本公司董事林玉明先生、趙興力先生及方志鋒先生被視為
本集團的主要經營決策者（「主要經營決策者」）。主要經營決策者按公司基準審閱公司的經
營業績及財務資料，此亦為組織本集團之基礎。因此，各公司均獲視為一個營運分部。倘
集團公司採用類似業務模式營運，具有類似目標客戶群體且處於同等監管環境，本集團則
合併該等營運分部。本集團就分部報告目的設立的可報告分部如下：

專科醫院服務 提供專科醫院服務，尤其是本集團醫院提供的婦產科服務

供應藥品及醫療設施業務 藥品及醫療設施的銷售（不包括屬於專科醫院服務組成部
分的供應）。

本集團按營運及可報告分部劃分之收益及業績之分析如下。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專科
醫院服務

供應藥品及
醫療設施業務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外界收益 248,994 1,441 250,435
內部收益 – 2,345 2,345

分部收益 248,994 3,786 252,780
對銷 – (2,345) (2,345)

綜合收益 248,994 1,441 250,435

分部業績 (61,776) (971) (62,747)
未分配業績 (12,438)

除所得稅前虧損 (75,185)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專科
醫院服務

供應藥品及
醫療設施業務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外界收益 442,661 4,764 447,425
內部收益 – 13,614 13,614

分部收益 442,661 18,378 461,039
對銷 – (13,614) (13,614)

綜合收益 442,661 4,764 447,425

分部業績 (4,867) 424 (4,443)
未分配業績 (23,604)

除所得稅前虧損 (28,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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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融資成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租賃負債及其他借款利息 13,163 16,050

7. 所得稅抵免╱（開支）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中國企業所得稅
 中國即期稅項 (482) (1,701)
遞延稅項 501 (8)

所得稅抵免╱（開支） 19 (1,709)

本公司為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獲豁免納稅公司。

由於本集團於本期間並無應繳納香港利得稅的應課稅利潤，故並無計提香港利得稅撥備
（2019年：無）。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中國的法定企業所得稅稅率為25%
（2019年：25%）。根據中國地方稅局的批准，截至2020年及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
團部分中國附屬公司享有15%的優惠所得稅稅率。

8. 期內虧損

本集團的期內虧損經扣除以下各項後達致：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40,401 69,489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3,337 26,596
使用權資產折舊 22,212 47,217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1,620 3,383

折舊及攤銷總額 47,169 77,196

董事薪酬 1,882 1,046
其他僱員成本
 薪金、花紅及津貼 148,195 198,253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0,754 20,390

158,949 218,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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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息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董事不建議派付中期股息（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
月：無）。

10.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六個月虧損約人民幣66,491,000元
（2019年：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六個月虧損約人民幣16,473,000元）及六個月期間內已發行加
權平均普通股數目720,560,000股（2019年：720,560,000股）計算。

每股攤薄虧損

截至2020年及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發生攤薄事項。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已在計及就截至2020年及2019年6月
30日止六個月由本公司限制性股份激勵計劃項下的信託人購買並持有的股份的情況下作出
調整。

11.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物業、廠房及設備增加人民幣23,943,000元（截至2019年6
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48,230,000元），主要包括在建工程、醫療設施、租賃物業裝修
及樓宇。

12. 貿易應收款項

本集團向病人提供專科醫院服務應收醫療及商業保險計劃款項的信貸期一般約為60至
180天（2019年：60至180天），而銷售藥品及醫療設施的信貸期為開具發票後的0至90天
（2019年：0至90天）。

貿易應收款項按發票日期（扣除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2020年 於2019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90天內 9,514 14,963
91至180天 1,249 1,177
181天至1年 4,495 3,834
超過1年 32,883 31,970

48,141 5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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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貿易應付款項

貿易應付款項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2020年 於2019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90天內 12,006 13,091
91至180天 10,316 2,708
181天至1年 12,355 12,164
超過1年 19,395 19,206

54,072 47,169

14. 股本

本公司及本集團

股份數目 每股面值 股本
港元 港元

法定
於2019年1月1日、2019年6月30日、
 2020年1月1日及2020年6月30日 1,140,000,000 0.001 1,14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2019年1月1日、2019年6月30日、
 2020年1月1日及2020年6月30日 758,418,085 0.001 758,418

於2020年 於2019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呈列為： 598 598

董事會於2017年12月21日宣佈議決採納限制性股份激勵計劃，該計劃的目的為認可並激
勵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及對本集團作出特別貢獻的人士。截至2020年6月30日及2019年12
月31日，概無獎勵已經根據限制性股份激勵計劃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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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性股份激勵計劃信託人根據限制性股份激勵計劃所購入的本公司股份的詳情如下：

每股價格
購入月份 普通股數目 最高 最低 已付總代價

港元 港元 千港元

2017年12月 5,404,000 3.15 2.86 16,081

2018年1月 6,291,000 3.19 3.00 19,691

2018年3月 3,050,000 2.80 2.60 8,407

2018年4月 198,000 2.68 2.65 529

2018年7月 4,812,000 2.23 1.88 9,728

2018年8月 880,000 2.15 2.10 1,864

2018年9月 4,847,000 2.29 2.04 10,568

2018年10月 5,171,000 2.34 2.19 11,597

2018年11月 6,718,000 2.30 2.02 14,801

2018年12月 487,000 2.23 2.10 1,054

37,858,000 總計 94,320

人民幣千元

呈列為： 81,552

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本集團的資本管理目標是確保本集團實體能持續經營，同時透過優化債務與股本平衡，為
股東爭取最大回報。本集團的整體策略與過往年度維持不變。

本集團的資本架構包括淨債務（包括其他借款，扣除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及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權益（包括已發行股本、股份溢價及儲備）。

本集團管理層定期檢討資本架構。作為檢討的一環，董事考量資金成本及與每類資本有關
之風險。根據董事的建議，本集團將透過派付股息、新股份發行、股份購回以及發行新債
券或償還現有債務，平衡其整體資本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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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及展望

2020年上半年業務回顧

本集團主要為婦女和兒童提供高品質的醫療服務。2020年上半年，面對突如其來
的新冠肺炎疫情，本集團旗下各家醫院紛紛投入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擊戰中，
參與國內疫情防控，積極履行社會責任。截至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在中國7
個一二線城市共設有10家中高端婦兒專科醫院，提供門診服務為170,037人次，
同比2019年303,075人次減少43.90%；提供住院服務5,965人次，同比去年10,440
人次降低42.48%。新生兒數量為3,071人，同比2018年4,509人下降31.89%。截
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收益為人民幣2.5044億元，同比減少
44.03%；錄得淨虧損人民幣0.7502億元，較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虧損增
加152.20%。

2020年上半年，本集團經營業績及收益下滑主要源於以下幾個原因：第一，疫
情防控需要，多個地方均出台相關文件要求婦兒專科醫院只允許收治急診患者，
疫情對產科門診、婦科門診、婦科住院部、產後、新生兒等科室的收入影響非常
大，使得醫院日常業務嚴重下降。第二，本集團旗下重點醫院廣州女子醫院、福
州現代醫院和南通和美家醫院拆搬遷工作還未完成對醫院運營造成一定影響。其
中，南通和美家新建醫院主體大樓地上部份已經封頂，預計2021年試運營，該院
規劃建築面積約80,000平方米，計劃設置床位400張，擬建成以JCI標準作為籌建
標準的婦產專科三級醫院。第三，本集團出售深圳和美婦兒科醫院、重慶儷人醫
院、重慶萬州和美婦產醫院，醫院數量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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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疫情

2020年初新冠病毒疫情爆發後，本集團總部第一時間成立抗疫總指揮部，指揮本
集團成員醫院各項疫情防護工作並積極參與國內疫情防控。一是下發《關於切實
加強各醫院新冠病毒感染防控及安全防護通知》和《成立新冠病毒感染防控及安全
防護領導小組的通知》。在做好院內防控、確保醫療安全的前提下為患者提供醫
療服務，同時各家醫院積極開通線上患者諮詢、問診工作。二是本集團旗下醫院
用實際行動馳援一線，近200名醫護人員紛紛請戰投入到各地政府組織的防控戰
線上。2020年2月7日，和美醫療旗下武漢現代婦產醫院作為發熱病人收治定點
醫院被徵用，醫院以大局為重，全院停診，醫院醫護人員參與到新冠肺炎救治的
一線。同樣響應號召作為發熱病人收治定點醫院被徵用的無錫和美婦產醫院，是
和美醫療集團上市後，合作興建的首家高檔婦產醫院，還未正式投入使用的情況
下，在接到有關部門的徵用通知後，為符合院感要求，醫院連夜加班加點改造病
房，增加三通道隔斷等等，毫無保留地為疫情防控阻擊戰貢獻積極的力量。2020
年6月份北京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之際，北京和美婦兒醫院踴躍承擔社會責任，積
極響應政府號召，在北京市朝陽區政府、朝陽區衛健委的統籌協調安排下，醫院
共派出採樣人員200余人，派往6個站點進行核酸採樣，共計採樣人員數32,000人
次，不管是夏天的酷暑，還是夜晚傾盆大雨，和美人的身影一直在核酸採樣崗位
上堅守，表現出和美人在疫情面前聽從指揮、無怨無悔、衝鋒在前的精神，得到
朝陽區政府、區衛健委及人民群眾的一致好評。朝陽區衛健委授予北京和美婦兒
醫院「攜手同心，共克時艱」榮譽稱號。和美醫療在本次抗擊新冠病毒疫情的表
現，展現了社會資本辦醫在抗擊新冠病毒疫情的作用和擔當。

行業展望和本集團策略

2020年初新冠疫情對各個行業都造成了一定的衝擊，展望後疫情時代，隨著國內
新冠疫情的回落，和美集團核心產品消費者人群定位趨於穩定，且上下游產品也
於近兩年初具雛形，已然形成了產業鏈發展的態勢。如月子中心、產後康復、女
性健康管理、輔助生殖等產品鏈條的成長，將有助於本集團後疫情時代的發展。
本集團始終堅持鞏固提升核心業務的市場地位，穩步推進各項業務發展、創新業
務模式、集中資源發展優勢業務，為實現該目標，本集團計劃實施以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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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強醫療質量和醫療安全，降低醫療風險，保障客戶安全與品牌聲譽；

(2) 根據各院特點，集中優勢力量建設核心產品，打造上下游產業同時加強客戶
管理，以謀產品線的全面延展。

(3) 加強信息化建設，助力數字化醫療管控及服務。

(4) 計劃通過AI、互聯網技術幫助醫療衛生服務進一步落地，銜接線上與線下醫
療服務。

(5) 加強對優秀醫療人才的引進工作，以保持長期的核心競爭力。

(6) 通過打造有技術含金量的知名手術病種提高婦科品牌的影響力，實現產婦科
比翼齊飛。

(7) 嚴格成本管理，人員優化的經營思想，明確企業利潤率，保證企業綠色良性
健康發展。

(8) 推進不良資產剝離，保證發展，逐步恢復利潤率。

雖然2020年上半年報表收益及利潤下滑，但是在此期間和美醫療的內部成本管
理、核心產品競爭力的提升、產業鏈產品的優化都得到了長足的進步。通過一系
列的調整，和美醫療疫情過後一定會以嶄新、完善的專業管理姿態呈現在市場面
前。

流動資金及資金來源

於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人民幣15,658,000元（2019年
12月31日：人民幣33,853,000元）。現金及銀行結餘大部分以人民幣計值。

於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的總資產約為人民幣1,331,553,000元（2019年12月31
日：約人民幣1,381,627,000元），總負債約為人民幣1,148,639,000元（2019年12月
31日：約人民幣1,123,689,000元）。於2020年6月30日，流動比率為0.59（2019年
12月31日：0.68），乃按流動資產約人民幣285,793,000元（2019年12月31日：約
人民幣318,609,000元）除以流動負債約人民幣487,097,000元（2019年12月31日：
約人民幣467,206,000元）而計算得出。

本集團的借款約為人民幣74,018,000元（2019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73,585,000
元）。本集團的借款以固定利率的人民幣計值。本集團的槓桿比率（即債務總額與
總資產比率）為5.56%（2019年12月31日：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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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賬面淨值總額約人民幣13,161,000元已就本集團借款押
記作抵押物（2019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14,950,000元）。

薪酬政策

於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擁有2,748名僱員（2019年12月31日：3,086名僱員）。
薪酬政策及待遇由管理層及薪酬委員會每年進行檢討。本集團按僱員之工作表
現、工作經驗及現行市價釐定僱員薪酬。薪酬待遇包括基本薪金、雙薪、佣金、
保險及強制性公積金。本集團已採納購股權計劃及限制性股份激勵計劃，以向合
資格參與者就彼等對本集團之貢獻或潛在貢獻提供激勵或獎勵。

中期股息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董事會不建議派付中期股息（2019年同期：無）。

回顧期間後之事項

(a) 復牌指引

本公司宣佈將延遲刊發2018年及2019年年度業績及寄發其2018年及2019年
年報。延遲乃由於本公司需時進行談判及批准凱貝姆的建議和解及考慮對其
財務報表的影響（如有），以及於取得有關資料時向本公司前任核數師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德勤」）提供有關上述事項的進一步資料。股權轉讓協議
已向德勤呈交，以便其在2019年3月於2018年年度業績最終確定之前進行考
慮。審核委員會於2019年3月26日召開會議，議決本公司將準備委聘獨立內
部控制顧問檢討本公司之內部控制程序。德勤在簽署2018年年度業績之前需
採取其他行動，預計本公司無法(1)於2019年3月31日或之前刊發2018年年度
業績；及(2)於2019年4月30日或之前向股東寄發2018年年報（「延遲」）。於
2019年5月15日，本公司收到聯交所函件，其中聯交所向本公司提出以下復
牌指引（「復牌指引」）：

(i) 刊發所有尚未刊發的財務業績及處理任何審核修訂；

(ii) 進行獨立內部控制審查，並證明本公司設有充足內部控制及程序以符合
上市規則；及

(iii) 公佈所有重大資料以供本公司股東及其他投資者評估本公司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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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審核委員會委聘德豪財務顧問有限公司（「德豪」）為獨立內部控制顧問
以獨立審查（「初步內部控制審查」）本公司若干內部控制程序。初步內部控制
審查範圍包括獨立評估本集團內部控制系統（涵蓋股權轉讓交易過程）、反詐
騙管理、合約及公章管理、資金及投資管理以及於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3
月31日止期間的現金及付款管理，而審查結果刊發於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3
月25日之公告。

於2020年7月17日，本公司已委聘弘信顧問有限公司（「弘信」）為其內部控制
顧問（「內部控制顧問」），以對本集團由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7月31日止期
間的內部控制程序（將涵蓋本集團所有主要附屬公司及（在可行情況下）其主
要聯營公司）進行全面審查（「全面內部控制審查」），以對本集團的內部控制
系統進行全面評估。弘信已刊發載有其審查結果及內部控制建議的草擬全面
內部控制審查報告（「全面內部控制審查報告」）。本公司已諮詢弘信根據草擬
全面內部控制審查報告執行內部控制建議。審核委員會於弘信出席的審核委
員會會議中審閱草擬全面內部控制審查報告並同意其結果及內部控制建議。
最終全面內部控制審查報告已於2020年12月3日刊發。有關初步內部控制審
查、全面內部控制審查、復牌指引及復牌進度的更多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
期為2020年3月31日、2020年6月30日、2020年7月17日、2020年9月30日、
2020年12月4日、2021年1月4日及2021年1月8日之公告。本公司將適時作出
進一步公告以知會公眾最新發展。

(b) 其他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7月2日及2020年10月16日之公告。本公告所採
用的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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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

本集團致力維持高水平的企業管治標準以維護股東利益並提升企業價值及問責
性。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作為
其企業管治守則。除中期業績公告所披露者外，就董事會所深知，本公司於截至
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守則的所有適用守則條文。本公司
將繼續檢討及監察其企業管治常規，以確保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角色應予區分，並由
不同人士擔任。於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林玉明先生為本公司主席兼行
政總裁。基於林玉明先生為本集團創辦人之一，以及彼於企業策略規劃及整體業
務發展的責任，董事會相信，由林玉明先生擔任兩個職位可促進有效管理及業務
發展，符合本集團及股東的利益。董事會每季亦定期舉行會議檢討由林玉明先生
領導的本集團營運。因此，董事會相信此安排將不會影響董事會與本公司管理層
之間的權力及授權的平衡。儘管如此，誠如2020年8月11日所公佈，楊國先生獲
委任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因而本集團現時符合企業管治守則。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4.2條載述，各董事（包括有指定任期的董事）應最
少每隔三年輪席告退一次。由於本公司自2018年6月12日舉行往屆股東週年大會
後並無舉行股東週年大會，因此林玉明先生、徐軍先生、邱建偉先生、方嵐女士
已擔任董事職務超過三年，故將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席告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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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其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

經對所有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董事確認，於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彼
等均一直遵守標準守則。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回顧期間，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
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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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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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審閱本集團於截至
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並認為該等中期業績已根據有關
會計準則編製，且本公司已根據上市規則規定作出適當披露。

刊發2020年簡明綜合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中期業績公告刊登於香港交易所網站 ( w w w . h k e x n e w s . h k )及本公司網站
(www.hemeiyl.com)。回顧期間的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及刊登於上述
網站。

繼續暫停買賣

應本公司的要求，本公司股份已自2019年4月1日上午九時正起於聯交所暫停買
賣。本公司股份將繼續暫停買賣，直至另行通知為止。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和美醫療控股有限公司

林玉明
主席、執行董事兼總裁

香港，2021年1月8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林玉明先生、楊國先生及魏榮達先生；本公司
非執行董事為林玉國先生、邱建偉先生及徐軍先生；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
方嵐女士、蔡江南先生及徐慧敏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