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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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
全部或任何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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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e’s Pharmaceutical Holdings Limited
李氏大藥廠控股有限公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50）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第一季度業績

財務摘要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24,750 283,142 +14.7%

毛利 215,826 192,411 +12.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20,307 41,048 -50.5%

港仙 港仙

每股盈利

基本 3.45 6.98 -50.6%

攤薄 3.45 6.97 -50.5%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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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財務報表

李氏大藥廠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謹此呈報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季度
財務業績（「季度業績」）連同二零二一年同期的比較數字。季度業績未經審核，
惟獲本公司核數師恒健會計師行有限公司（「核數師」）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
佈的《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 2410號「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資料的審閱」
進行審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亦已與管理層及核數師審閱本截至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未經審核季度業績，以供推薦予董事會審批。

業務回顧

收益及溢利

二 零 二 二 年 伊 始，COVID-19及 其 帶 來 的 經 濟 後 果 繼 續 影 響 市 場 環 境。二 零
二二年第一季度，本集團的收益合共為 324,75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第一季度：
283,142,000港元），較去年同季增加14.7%。二零二二年第一季度錄得增長，主要
受到新推出的《布累迪寧》TM以及《可益能》®及曲前列尼爾注射液等長期病患藥
物貢獻的銷售額（分別上升 18.0%及70.4%）帶動，抵銷了《菲普利》®等門診藥物以
及《立邁青》®及《速樂涓》®等外科藥物的銷售額跌幅。

引進產品於二零二二年第一季度的銷售額佔本集團收益61.8%（二零二一年第
一季度：55.6%），而專利產品及仿製產品於二零二二年第一季度的銷售額則佔
本集團收益 38.2%（二零二一年第一季度：44.4%）。

二零二二年第一季度，本集團的毛利為 215,826,000港元（二零二一年第一季度：
192,411,000港元）。本集團的整體毛利率為66.5%，較於二零二一年第一季度錄得
的68.0%下跌1.5個百分點，是由於銷售引進產品產生的收益佔比上升所致。

研究及開發（「研發」）費用來自心血管、女性健康、兒科、罕見病、皮膚科及產科
等各個主要治療領域的新藥開發，以及本集團內的獨立腫瘤科研發分支。本
集團於二零二二年第一季度耗資合計103,801,000港元（二零二一年第一季度：
76,530,000港元），相當於相應季度收益32.0%（二零二一年第一季度：27.0%），當中
61,634,000港元（二零二一年第一季度：47,865,000港元）已確認為費用，而42,167,000

港元（二零二一年第一季度：28,665,000港元）已資本化作為無形資產。多項臨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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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已進入較後期開發階段，以致加快已完成工作合約賬目結算，令二零二二
年第一季度研發支出增加。然而，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止財政年度，本集
團的目標仍為優化各優先研發項目的資源分配，量入為出。

本集團的銷售及分銷費用為 81,966,000港元，較去年同季的 72,569,000港元增加
9,397,000港元或12.9%。整體而言，二零二二年第一季度銷售費用對收益的比率
為25.2%，較去年同季的25.6%輕微下跌0.4個百分點。本集團已調撥充足資源支
援各項工作，包括強化分銷渠道，為新產品及即將面世的產品上市作準備，以
及就本集團的選定產品進行品牌轉型。於二零二二年三月，本集團已於阿里巴
巴及京東商城電子商貿平台推出自家旗艦網店，以加強品牌認知及拓展銷售
渠道。

鑑於上述範疇產生的費用較高，二零二二年第一季度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純
利為20,307,000港元，較二零二一年同季減少50.5%。

製造設施及生產能力

多年來，本集團對其製造及生產能力作出多次大規模變動及升級。至今，本集
團合肥廠址已完成《尤靖安》®產能提升及工藝放大設施升級，預充式注射液新
產品上市前共線設施升級改造，以及用作腫瘤手術顯影劑的口服凍乾粉新劑
型產品註冊批次生產。南沙廠址生產氣溶膠吸入劑的工藝放大設備已完成安
裝與調試，將於短時間內進行工藝放大試運行，用作口服降壓藥產品的生產工
藝升級工作進行中，而口服細胞毒性藥物已在專用車間完成三批關鍵註冊批
次生產。

藥物開發

截至目前為止，本集團管道中有超過40個分別處於早期至後期開發階段的項
目。於過往年度提交的進口藥品註冊證申請（即Teglutik®）及簡化新藥上市申請
（「簡化新藥申請」）（即阿齊沙坦、鹽酸依匹斯汀片及阿普米司特片）正由藥品審
評中心（「藥審中心」）評審。過往年度的Adasuve®新藥上市申請（「新藥申請」）已獲
中國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國家藥監局」）正式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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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治療領域

本集團現正開發主要治療領域的各種資產，包括心血管、女性健康、兒科、罕
見病、皮膚科及產科，包括處於後期開發階段的計劃，例如 (1) Cetraxal® Plus，治
療急性外耳道炎及伴有鼓膜置管的急性中耳炎；及 (2) Intrarosa®，用於治療外陰
陰道萎縮，兩項均處於第 III期臨床試驗階段。

腫瘤管道

由本集團擁有 65%權益的附屬公司中國腫瘤醫療有限公司（「COF」）為本集團在
腫瘤科方面的研發分支，並為臨床開發階段公司，專研免疫腫瘤療法領域。截
至目前為止，COF已通過內部開發及從外引進的方式建立涵蓋10項腫瘤資產的
管道，包括6項創新藥及4項仿製藥，現正開發多項資產，包括 (1) Socazolimab（抗
PD-L1抗體），於中國處於復發性或轉移性宮頸癌新藥申請階段；(2) Socazolimab

骨肉瘤第 III期臨床試驗；(3) Socazolimab結合化療的小細胞肺癌第 III期臨床試
驗，並已於二零二二年五月完成患者入組；(4) Zotiraciclib，一種口服多激酶抑制
劑，現正進行膠質母細胞瘤第 I期臨床試驗；(5)吉馬替康，一種拓撲異構酶 I抑
制劑，現正於中國進行卵巢癌第 II期臨床試驗、小細胞肺癌第 Ib/II期臨床試驗
及胰臟癌第 I期臨床試驗；及 (6) Socazolimab結合Pexa-vec（溶瘤病毒），現正進行黑
色素瘤第 Ib期臨床試驗。

於回顧季度內及截至目前為止，本集團已取得國家藥監局發出4項簡化新藥申
請及進口藥品註冊證批准。

Zingo ®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一日，Zingo®（鹽酸利多卡因粉末皮內注射給藥系統）取得國
家藥監局的藥品註冊許可證。Zingo®為用於皮膚表層的醯胺局部麻醉劑，用於
3至18歲兒童靜脈穿刺或周邊靜脈插管前局部鎮痛，以及成人靜脈穿刺前外用
局部鎮痛。Zingo®注射後1–3分鐘即見鎮痛效果，為護理人員及患者提供無痛、
無針的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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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Omax ®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八日，INOmax®（一氧化氮吸入性氣體）取得國家藥監局的藥
品註冊許可證。INOmax®是一種用於治療患有低氧性呼吸衰竭伴隨肺動脈高壓
的足月兒及34週以上早產兒的療法。肺動脈高壓是一種肺血管收縮導致血液難
以供氧的嚴重疾病，經常導致低氧性呼吸衰竭。INOmax®是一種血管擴張劑，
可選擇性地放鬆肺血管，並通過配合換氣裝置及其他適當藥物，改善脆弱新生
兒群體的氧合。

高濃度曲前列尼爾注射液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九日，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兆科藥業（合肥）有限公司開發及
製造的高濃度曲前列尼爾注射液（規格：20毫升：50毫克）取得國家藥監局的藥
品註冊許可證。

Natulan ®

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一日，Natulan®（鹽酸丙卡巴肼膠囊）取得國家藥監局的
藥品註冊許可證。Natulan®獲認可用於結合化療醫治成人霍奇金淋巴瘤。

展望

誠如本年度較早前所述，本集團堅信，在區內醫療開支總額增長下，中國醫藥
市場長遠前景仍然亮麗，惟二零二二年的營商環境仍會因監管環境轉變而荊
棘滿途。近期，上海爆發COVID-19導致封城逾月，近25,000,000人受到影響，貿易
環境再添不確定因素。

然而，於考慮到當前環境後，本集團已實施一連串措施適應「新常態」，價值鏈
中的每一個環節（尤其是銷售及研發等關鍵流程）均強調效率，成效亦已開始展
現。

另一方面，截至二零二二年止年度預期會取得更多新藥申請批准，例如Teglutik®

（利魯唑口服混懸劑，治療肌萎縮側索硬化症）及那曲肝素鈣注射液預期於短期
內獲批。本集團計劃優化產品組合，造就發展機遇。

本集團深信，上述各項工作將可成就增長，最終為股東創造更高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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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324,750 283,142

銷售成本 (108,924) (90,731)  

毛利 215,826 192,411

其他收入 4 24,621 31,581

其他收益及虧損淨額 119 2,349

銷售及分銷費用 (81,966) (72,569)

行政費用 (57,279) (58,871)

財務資產預期信貸虧損（撥備）╱撥回 (4,184) 330

研究及開發費用 (61,634) (47,865)  

經營溢利 35,503 47,366

財務成本 (1,737) (1,271)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255) (2,264)  

除稅前溢利 33,511 43,831

稅項 5 (12,846) (7,475)  

本期間溢利 20,665 36,356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20,307 41,048

非控股權益 358 (4,692)  

20,665 36,356
  

港仙 港仙
每股盈利：
基本 6 3.45 6.98

  

攤薄 6 3.45 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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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間溢利 20,665 36,356

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的匯兌差額 7,827 (7,062)

－分佔聯營公司的其他全面開支 – (54)

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按公平值透過其他全面收益列賬的 

財務資產的公平值變動 (332,695) (91,196)  

本期間其他全面開支，已扣除稅項 (324,868) (98,312)  

本期間全面開支總額 (304,203) (61,956)
  

下列人士應佔本期間全面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303,862) (53,047)

非控股權益 (341) (8,909)  

(304,203) (6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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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非控股權益

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合併差額

以股份

支付的

補償儲備 其他儲備

投資重估

儲備 匯兌儲備 保留溢利 小計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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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29,442 720,091 9,200 55,964 65,302 (1,948,815) 22,838 3,510,556 2,464,578 (73,416) 2,391,162
僱員購股權福利 – – – 3,051 – – – – 3,051 – 3,051

本期間溢利 – – – – – – – 20,307 20,307 358 20,665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的
匯兌差額 – – – – – – 7,791 – 7,791 36 7,827

－按公平值透過其他全面收益 
列賬的財務資產的公平值 
變動 – – – – – (331,960) – – (331,960) (735) (332,695)           

本期間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 – – – – (331,960) 7,791 20,307 (303,862) (341) (304,203)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29,442 720,091 9,200 59,015 65,302 (2,280,775) 30,629 3,530,863 2,163,767 (73,757) 2,090,010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29,406 714,813 9,200 40,847 65,228 (254,155) (14,843) 1,559,299 2,149,795 (34,417) 2,115,378
僱員購股權福利 – – – 3,533 – – – – 3,533 – 3,533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儲備 – – – – 14 – – – 14 – 14

本期間溢利╱（虧損） – – – – – – – 41,048 41,048 (4,692) 36,356
本期間其他全面開支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的
匯兌差額 – – – – – – (7,006) – (7,006) (56) (7,062)

－分佔聯營公司其他全面開支 – – – – (54) – – – (54) – (54)
－按公平值透過其他全面收益 
列賬的財務資產的公平值 
變動 – – – – – (87,035) – – (87,035) (4,161) (91,196)           

本期間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 – – – (54) (87,035) (7,006) 41,048 (53,047) (8,909) (61,956)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29,406 714,813 9,200 44,380 65,188 (341,190) (21,849) 1,600,347 2,100,295 (43,326) 2,056,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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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1.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及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的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若干財務工具按公平值計量（視
適當情況而定）除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不包括須於全年財務報表提供的所有資料及披露事項，並應
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全年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編製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用的會計
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全年財務報表所用
者一致，惟下述者除外。

於本報告期間內，本集團首次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
開始的年度期間強制生效的下列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編製本集團的未經審核簡明
綜合財務報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以及香港（國
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香港詮釋及香港（準則詮釋委員會）詮釋。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的修訂 物業、廠房及設備－作擬定用途前的所得款項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的修訂 虧損合約－履行合約的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的 

修訂
對概念框架的提述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 

修訂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後的COVID-19相關租金優惠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零年的年度 

改進

應用該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對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報的金額及╱
或所載列的披露事項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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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的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及相關修訂 1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的修訂 流動或非流動負債的分類及香港詮釋第5號（二零
二零年）的相關修訂 1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實務聲明第2號的修訂
會計政策披露 1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的修訂 會計估計定義 1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的修訂 與一項單一交易產生的資產及負債有關的遞延 

稅項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的修訂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間的資產出售
或注資 2

1 於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可提早應用
2 生效日期待定

本集團已開始評估該等新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的影響，但尚
無法說明該等新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會否對本集團的經營
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3. 收益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開發、製造、銷售及推廣藥品。期內，收益指本集團向外部客戶出售
貨品的已收及應收款項淨額，按時間點確認如下：

業務分部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專利及仿製產品 124,020 125,612

引進產品 200,730 157,530  

324,750 283,142
  

地區分部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集團逾90%收益源自於中華
人民共和國（「中國」）進行的業務，故此並無呈列地區分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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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下列各項的利息收入：
銀行及已抵押銀行存款 650 837

墊付予聯營公司的款項 – 751  

利息收入總額 650 1,588

開發及政府補助 14,436 4,781

租金及公共服務收入 1,859 2,815

研究及開發服務收入 6,330 21,671

雜項收入 1,346 726  

24,621 31,581
  

本集團收到地方政府認可本集團表現及開發高新科技藥品而授予的開發補助。

5. 稅項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7,011 7,360

中國企業所得稅 1,735 912  

8,746 8,272

遞延稅項
產生及撥回暫時差額 4,100 (797)  

12,846 7,475
  

就合資格實體而言，按照利得稅兩級制，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的香港利得稅就首2百萬港元估計應課稅溢利按8.25%及就2百萬港元以上估計應
課稅溢利按16.5%計算。就所有其他實體而言，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三個月的香港利得稅按16.5%計算。

於中國產生的稅項按中國的現行稅率計算。於其他司法權區產生的稅項按有關司法權區
的現行稅率計算。



– 12 –

6.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基於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而言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純利 20,307 41,048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股 千股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份數目：
就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而言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588,835 588,125

潛在攤薄普通股的影響：
購股權 – 569  

就計算每股攤薄盈利而言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588,835 588,694
  

7. 關聯方交易

報告期內，本集團與關聯方進行以下交易。本公司董事認為，下列交易乃於本集團日常
業務過程中產生。

(a) 與聯營公司的交易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利息收入 – 751

租金及公共服務收入 – 2,815

研究及開發服務收入 – 21,671

購買消耗品 – 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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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主要管理人員的補償

報告期內，本公司董事及其他主要管理層成員的薪酬如下：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短期僱員福利 4,264 3,287

以股份支付的款項 2,099 1,892

退休及其他離職後福利 1,805 3,005

－定額供款計劃 5 5

－退休福利 1,800 3,000  

8,168 8,184
  

(c) 向李氏大藥廠－李杜靜芳獎學金有限公司（「李杜靜芳獎學金」）作出捐獻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向李杜靜芳獎學金捐獻合共1,900,000港
元（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500,000港元）。本公司董事李小羿博士
亦為李杜靜芳獎學金的主要管理層成員，而李杜靜芳獎學金被視為本集團的關聯
方。

8. 資本承擔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已就下列各項訂約的資本承擔：
於按公平值透過其他全面收益列賬的財務資產的投資 36,730 39,119

無形資產－專利費及開發成本 143,945 125,162

物業、廠房及設備 86,274 85,567  

266,949 249,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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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股息（截至二零
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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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董事會命
李氏大藥廠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李小芳

香港，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李小芳女士（主席）及李燁妮女士；非執行董事為李
小羿博士及 James Charles Gale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友正博士、林日昌先
生及詹華強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