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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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du Tech Inc.
醫渡科技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158）

截至 2 0 2 2年 9月 3 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公告

醫渡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及綜合聯屬實體統稱「本集團」）董事（「董
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集團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報告期間」）的未經審
計合併中期業績連同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比較數字。該等業績已經本公司審
核委員會審閱。

於本公告中，「我們」指本公司，如文意另有要求，則指本集團。



2

財務摘要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變動(%)
（人民幣千元，百分比除外）

收入 474,366 501,931 (5.5%)
— 大數據平台和解決方案 124,028 157,948 (21.5%)
— 生命科學解決方案 146,531 145,627 0.6%
— 健康管理平台和解決方案 203,807 190,438 7.0%
— 其他 — 7,918 (100.0%)
毛利 123,675 144,070 (14.2%)
經營虧損 (356,251) (442,214) (19.4%)
期間虧損 (356,347) (442,542) (19.5%)
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調整淨虧損(1) (224,802) (322,512) (30.3%)

(1) 我們將「經調整淨虧損」定義為期間虧損加回以股份為基礎的薪酬開支及外匯收益或虧損淨額。

董事會不建議分派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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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儘管長期反復的新冠疫情對社會和經濟帶來了巨大挑戰和不確定性，但亦催化了以先進
的數字技術和人工智能(AI)賦能的醫療行業的數字化和智能化轉型。我們深信，我們的
經濟是有彈性的，醫療行業的主要基礎仍然是健康的，且技術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在創新驅動的高質量發展國家戰略、「十四五規劃」和「健康中國2030」的指引下，中國實
施了一系列法規和指引，加快轉型，特別是鼓勵場景驅動下的自主創新。該等有利市場
的政策及更規範的市場秩序使我們能夠深化發展我們的核心技術及能力，滿足客戶的
多樣化需求，並實現普惠的精準醫療（「綠色醫療」）這一長期願景。

我們的智能「醫療大腦」YiduCore能夠支持我們的客戶和合作夥伴以安全合規的方式實現
高質量數據在不同場景下的應用，從而發掘數據的價值。截至2022年9月30日，YiduCore
已處理及分析了超過700百萬名患者的30多億份醫療記錄。YiduCore由算法及知識洞見
構成，在獲得相應授權後，算法及知識洞見會隨著應用場景的拓展而持續累積和不斷迭
代。反之，也吸引更多的醫院、專家、藥企、研究者們不斷加入我們的網絡。

截至2022年9月30日，我們向84家中國頂級研究型醫院以及29個監管機構和政策制定者
提供了解決方案，並已覆蓋超過1,000家醫院，其中大部分位於中國一線及二線城市。本
集團服務的生命科學客戶數量截至2022年9月30日達到143家。在健康管理平台上至少完
成一筆交易的活躍用戶數達到15百萬名。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我們在醫療機構及監管機構醫療智能市場收入排名第一、在
新興醫療智能市場收入排名第一，及在整個醫療智能市場收入排名第一。具體而言，我
們在新興醫療智能市場佔25.6%的份額。此外，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2030年中國
醫療智能行業的市場規模預計將超過人民幣1.1萬億元。

長期疫情肆虐導致收入暫時減少。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我們的總收入為人民幣
474百萬元，同比下降5.5%，主要是因為若干項目的招標、現場實施及客戶驗收延遲。
儘管面臨外部壓力，我們仍致力於以戰略聚焦提升盈利能力。我們持續聚焦研究、診斷
及治療，以及公共衛生三大場景，將數字化及智能化用於更多的應用場景。在應用場景
中，我們專注於實體瘤、血液病、眼科及免疫疾病等重點疾病研究領域，以進一步增強
我們的核心競爭力、提升客戶體驗及擴大客單價。我們專注於保留高收入留存率的核心
醫院及核心藥企，並持續提供高質量的產品及解決方案。例如，我們在報告期間推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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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病種數據庫平台，以應對醫院日益增長的多元化需求。我們提高客戶價值交付相關的
組織架構效率。我們專注於業務分部之間的協同效應及協作，不僅來自技術方面，亦來
自商業方面。因此，期間虧損減少至人民幣356百萬元，同比下降19.5%，並且經調整後
的淨虧損減少至人民幣225百萬元，同比下降30.3%。經營開支總額佔收入的百分比同比
下降32.1個百分點。我們預期未來運營效率將持續提升。

醫療智能覆蓋了各參與方的各個重要場景，從供給側的加速新藥研發，到輔助醫生臨床
診斷與治療，從宏觀賦能公共衛生精準決策到個性化多層次的主動健康管理。我們秉承
「使價值導向的精準醫療惠及每一個人」的使命，以期為醫療生態圈的主要參與者帶來
更大的價值並最終為患者提供更好的服務和效果。

Yiducore

我們的智能「醫療大腦」YiduCore代表我們的核心能力，其可以從三個層面來理解。第一
層是我們的數據處理能力，其使我們能夠將醫院及醫療機構信息技術系統上的原始和
分散的數據，以快速、準確和低成本的方式匯集和轉化為可分析、可計算、結構化和標
準化的數據。第二層由我們的醫療知識、洞見和疾病模型組成，其在應用的過程中不斷
被強化和擴展，以推動我們為客戶提供各種用例場景的數據分析驅動型解決方案。最後
一層是我們開發的特定場景的運營和服務能力，幫助客戶更好地實現我們解決方案及
生態系統的價值，以實現彼等的目標結果。

自成立以來，我們就致力於研發和自主創新。我們持續投入資源，加深對疾病的理解，
同時保障產品技術架構的安全。截至2022年9月30日，YiduCore醫學知識圖譜覆蓋超過
80,000個醫學實體，其中疾病知識圖譜覆蓋的疾病數量已超過10,000種，較六個月前增
加1,000多種。截至2022年9月30日，我們與包括知名醫院、監管機構及研究院校在內的
合作夥伴承擔了累計19項科研課題，其中8項為中國科學技術部及其他國家部委的國家
級課題。除了實體瘤、血液病及眼科重點疾病研究領域外，我們進一步加深了對免疫疾
病領域的研究。報告期間，我們申報的國家級課題「老年免疫功能與感染性疾病的相互
作用及防控技術研究」成功立項，為老年免疫干預與感染性疾病防控體系建設提供技術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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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提高研究級證據產出的效率，並加快向有需要的患者提供經濟實惠且優質的醫療
服務。報告期間，我們為河南省兒童醫院臨床研究提供解決方案，提高兒童罕見病精準
診治能力。我們承接的海南博鰲樂城真實世界數據臨床研究平台（一期）已開始正式運
行，加快了中國臨床急需藥物及醫療器械的快速通道審批。我們的全方位公共衛生解決
方案提供大型模擬仿真及預測，能夠實現高效的動態決策。截至2022年9月30日，我們
的流行病響應和預測算法的有效性及準確性已在22個城市落地驗證。我們的流行病研判
產品已實現標準化，可實現遠程線上一鍵部署。

報告期間，我們參與編寫了由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國信通院）雲計算與大數據研究
所發佈的《隱私計算應用研究報告（2022年）》。除此之外，我們憑借突出的遠程運維技術
能力，獲得由互聯網醫療健康產業聯盟和中國信通院頒發的《遠程運維安全能力檢驗證
書》。我們將持續提升YiduCore的安全防護能力，共同推動醫療行業數據安全能力提升。

大數據平台和解決方案

在大數據平台和解決方案板塊，我們為醫院、其他醫療機構、監管機構及政策制定者提
供數據智能平台及數據分析驅動的解決方案。經適當授權後，我們為醫院、其他醫療機
構、監管機構及政策制定者安裝數據智能平台，協助客戶對多源異構數據進行深度治
理，並將多源異構數據轉化為結構化、標準化及高質量的數據。我們亦提供數據分析驅
動的應用及解決方案，進一步發掘醫療數據的價值，協助客戶進行深度醫學科研和精準
高效決策。

針對醫院，我們主要圍繞研究、臨床診斷及治療以及醫院運營管理三個應用場景為醫院
提供應用及解決方案。通過使用疾病專病庫和疾病研究網絡，頂級醫院和專家可以加快
產出研究級證據，並以更快、更安全的方式開展大規模臨床研究。報告期間，我們推出
了全病種數據庫平台，可實現全院自助式創建專病庫。

我們通過使用符號知識推理模型及深度學習等AI技術不斷迭代真實世界疾病模型，並持
續深化對疾病的洞見，吸引頂級醫院和專家加入研究網絡。在血液系統疾病領域，我們
與全國僅有的三家國家血液系統疾病臨床醫學研究中心醫院中的兩家合作共建血液系
統疾病研究網絡，開展高效臨床試驗及多機構真實世界研究。我們協助客戶建立了白血
病、出凝血疾病、再生障礙性貧血等多個重大血液系統疾病專病庫和大型臨床研究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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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我們支持的「血液系統疾病專病大數據庫建設與應用」獲國家衛健委的通報表揚。
相關科研成果在Leukemia、Blood Advances等專業領域高水平期刊上發表。在皮膚疾病領
域，憑借在血液疾病領域的成功先例，我們在該領域取得突破，成功中標中國醫學科學
院皮膚病研究所（中國皮膚疾病領域排名前二的醫院之一）專病庫項目，為其搭建專病
科研平台。

經適當授權後，我們為監管機構及政策制定者提供AI賦能的數據分析驅動型解決方案，
以優化公共衛生治理水平。監管機構可以評估區域人口的基本醫療保險負擔及風險趨
勢，以制定相應的政策及措施，同時更有效地管理及分配醫療資源。報告期間，我們牽
頭聯合體中標北京市傳染病智慧化多點觸發監測預警平台項目，合同金額超過人民幣20
百萬元。借助我們AI賦能的分析工具及前沿仿真模型，我們將公共衛生解決方案擴展至
區域人口健康管理。報告期間，我們中標了北京市朝陽區居民電子健康檔案建設項目，
合同金額近人民幣10百萬元。此外，我們中標了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血管疾高風險人群及
患者的血脂管理體系的建設和應用項目。該項目為寧波市「科技創新2025」重大專項，由
寧波市第一醫院牽頭，其心血管內科是浙東規模最大、技術最全、實力最強的心血管疾
病診療中心。我們協助寧波市第一醫院整合醫院級臨床數據分析結果，支持心血管疾病
領域的高效科研。

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六個月，該板塊總收入為人民幣124.0百萬元，同比下降21.5%，主
要受新冠疫情長期影響，若干項目的招標、現場實施及客戶驗收均有一定延遲。

生命科學解決方案

基於YiduCore的核心能力以及在大數據平台和解決方案版塊積累的頂級醫院和專家網
絡，目前，圍繞藥物和醫療器械從臨床開發到上市後商業化的全生命週期，我們提供數
據分析驅動的臨床開發、真實世界研究和數字商業化解決方案。憑藉對於AI賦能的疾病
洞見，我們幫助製藥、生物技術、醫療器械及其他臨床開發過程中的合作夥伴減少藥物
及醫療器械的開發時間及成本，並獲得商業化成功。

回顧過去數年，生命科學解決方案板塊保持強勁增長，尤其是在分析驅動的臨床開發解
決方案方面。然而，新冠疫情反復導致招標程序及現場執行延遲，並導致該板塊於報告
期間的收入增長率下降。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六個月，該板塊的收入為人民幣146.5百
萬元，同比上升0.6%。作為應對，我們專注於客戶體驗、渠道創新及提升運營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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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藉在疾病領域，尤其是在實體瘤、血液病、眼科及免疫疾病等專注疾病研究領域積累
的資歷，我們在生命科學行業已贏得良好聲譽。報告期間，憑藉綜合評分排名第一，我
們中標了華潤生物醫藥有限公司的評估CRB4101片在健康成人受試者中單次給藥的安全
性、耐用性、藥代動力學和藥效動力學特徵的I期臨床試驗項目，金額為人民幣13.7百萬
元。截至2022年9月30日，我們已進行232項臨床研究，包括藥企發起的臨床試驗及研究
者發起的試驗。我們已進行185項前瞻性及回顧性真實世界研究。我們的智能臨床試驗
管理組織服務已覆蓋163個臨床試驗機構，較去年增加逾一倍。不斷增長的案例使我們
能夠不斷發展我們的能力及維持高質量的客戶群。截至2022年9月30日，我們擁有143名
活躍客戶，其中包括114名核心製藥、生物技術及醫療器械企業客戶。報告期間，我們
前10大客戶的收入留存率為119%。在我們排名前20的客戶中，有7家跨國藥企及16家上
市公司。

我們通過產生高質量真實世界證據（「RWE」）使生命科學客戶能夠管理及優化整個產品
生命週期，從取得藥監審批、圍上市期間證據支持、上市後增長到適應症擴展的能力均
已得到驗證。報告期間，我們為某排名前20的跨國藥企客戶進行了大型回顧性真實世界
研究，該研究涉及一種針對ICU病人複雜的腹腔感染新藥的療效、安全性和治療方式的
評估，以協助其獲得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藥品審評中心的審批。

我們積極尋求與關鍵意見領袖及行業專家建立網絡及發展業務的新渠道。例如，我們舉
辦「開心智研」直播活動，幫助行業參與者及潛在客戶了解行業的最新突破及我們的核
心競爭力。截至2022年9月30日，我們共組織13場直播活動，涵蓋ADC及CAR-T藥物開發
的熱門話題、監管審批的真實世界研究經驗分享、研究獎項、因數智研DCT平台新聞發
佈會等。我們已邀請35名行業領導者及臨床專家分享洞見，並吸引超過4,600名臨床研究
人員。

我們擁有一支具備豐富經驗及跨領域專業知識的專業團隊。截至2022年9月30日，我們
的生命科學解決方案板塊團隊已有約500名僱員，專業領域橫跨臨床研究、數據科學、
流行病學、生物統計學、醫學信息學、人工智能等方面平均擁有8年相關經驗。我們不
僅致力於通過發展高素質的人才庫，亦通過優化客戶價值創造流程來提高運營效率。於
本年度上半年，我們建立了智能全方位項目管理工具，及較高的質量控制標準。我們的
智能質量管理系統涵蓋項目的所有階段，從臨床設計及項目規劃到質量控制及保證，乃
至回顧性及前瞻性的真實世界研究。我們甚至為CAR-T服務產品建立了專門的標準操作
規程(SOP)，以確保高質量的服務。與算法一樣，數字化SOP通過真實案例的反饋及時迭
代，形成閉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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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管理平台和解決方案

在該板塊，我們提供一站式閉環健康管理解決方案，包括健康管理解決方案、慢病管理
服務、商業健康保險及現有全國社會醫療保險的補充保險「惠民保」，為城市人群提供多
層次的健康保障解決方案。報告期間，我們的健康管理平台和解決方案板塊的收入為人
民幣203.8百萬元，同比增長7.0%。

為實現我們的使命「使價值導向的精準醫療惠及每一個人」，我們向該板塊內的保險公
司、經紀公司及相關監管機構和政策制定者提供創新保險技術和解決方案。利用通過
YiduCore積累的數據處理能力及醫學洞見，我們的解決方案旨在協助客戶設計及開發創
新的保險產品、實現更快和更精準的承保，並協助加快理賠流程。報告期間，我們持
續增加「惠民保」業務的市場滲透率。截至2022年9月30日，我們服務3省10市，包括福建
省、安徽省、江蘇省、天津市、北京市、寧波市及重慶市等。我們已經助力中國四個直
轄市中的三個推出「惠民保」產品，包括天津市、北京市及重慶市。我們聚焦核心城市以
拓展區域網絡，我們近90%的用戶位於中國2021年國內生產總值排名前15的省級行政區
域。

以「天津惠民保」為例，我們作為主運營平台，已為「天津惠民保」提供產品設計、用戶獲
取、推廣、智能客服及智能理賠管理等運營服務。除運營服務外，我們還提供10項創新
健康管理增值服務，包括重疾早篩、慢病問診、在線購藥及上門護理等。

我們先進的智能技術大幅提升「惠民保」的運營效率。作為「江蘇惠民保」的主運營平台，
我們承保超過3百萬份「江蘇惠民保」保單，約76%的理賠金額是通過我們智能快賠完成
的。與傳統方式相比，我們的智能快賠使理賠的處理效率提高了三倍。快速的結算減輕
了受保人的財務負擔，從而進一步鼓勵參保。

優質的用戶基礎及大規模的用戶運營使我們能夠增加「惠民保」的用戶流量，提高我們
在大眾心中的品牌知名度。我們技術賦能的惠民保產品得到了市場的廣泛認可。在新浪
財經發佈的「2022年全國惠民保優秀案例」中，由我們運營的北京及江蘇的兩大重磅「惠
民保」產品成功入選。在2022年全球數字經濟大會上，我們的「數據智能驅動的惠民保一
站式運營」榮獲「數字經濟產業創新成果」。

截至2022年9月30日，在健康管理平台上至少完成一筆交易的活躍用戶數達到15百萬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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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前景

為了實現我們的使命「使價值導向的精準醫療惠及每一個人」，並進一步鞏固我們於醫
療智能行業的領先地位，我們將繼續(i)加深和豐富我們對各重點疾病領域的認識和應
用；(ii)提升客戶價值交付的運營效率；(iii)加強分析驅動研究及人工智能能力，以進一
步提升產出效率；(iv)提高客戶滲透率及業務分部之間的協同效應；(v)發掘國際市場的
機遇；及(vi)通過建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投資和收購進一步豐富我們的生態系統。

就大數據平台和解決方案而言，我們將繼續強化「一橫一縱」策略。橫向而言，我們將通
過(i)擴大醫院及區域的網絡；(ii)豐富現有客戶的應用場景；及(iii)投資核心技術能力以
強化產品的功能性、可靠性及可用性強化YiduCore。縱向而言，我們將通過在我們網絡
內開展多中心研究來繼續加深及優化各類重點疾病領域的見解及知識。

就生命科學解決方案而言，隨著法規及政策的不斷出台，我們將繼續加快產出研究級證
據，推動我們從分析驅動的臨床開發到上市後商業化的一站式解決方案的開發。我們將
繼續專注於(i)聚焦三類應用場景中RWE的產生及應用；(ii)臨床開發階段中我們專精的重
點疾病領域；(iii)擴大及保留我們的高質量客戶群；及(iv)提高運營效率。

就健康管理平台和解決方案而言，我們將繼續利用我們的疾病洞見、知識及專家網絡提
供有效的健康管理解決方案，以幫助更多人從「以患者為中心，以效果為導向」中受惠。
我們將繼續(i)通過多元化渠道增加我們平台的活躍用戶數；(ii)擴大健康管理產品組合
以滿足多層次的大規模人群醫療需求；及(iii)豐富用戶體驗以鞏固品牌忠誠度。

我們已經準備好在快速發展的醫療智能領域中成為領導者。我們日後將繼續引入創新
型人工智能驅動的應用和解決方案，以把握中國及其他地區的巨大市場機遇，並通過我
們的醫療智能基建為生態系統中的行業參與者帶來更多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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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收入

我們的收入由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501.9百萬元減少5.5%至截至2022年
9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474.4百萬元。該減少主要歸因於大數據平台和解決方案實現
的收入減少。

大數據平台和解決方案。來自大數據平台和解決方案的收入由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六
個月的人民幣157.9百萬元減少21.5%至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24.0百萬
元，主要由於中國COVID-19疫情的長期影響導致客戶的招標過程及本集團的現場運營
出現意外延遲。

生命科學解決方案。來自生命科學解決方案的收入保持相對平穩，由截至2021年9月30
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45.6百萬元增加0.6%至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46.5
百萬元。

健康管理平台和解決方案。來自健康管理平台和解決方案的收入由截至2021年9月30日
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90.4百萬元增加7.0%至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203.8百
萬元，主要由於平台型解決方案所得的收入增加。

其他。其他收入由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7.9百萬元減少100.0%至截至2022
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零。

銷售及服務成本

我們的銷售及服務成本由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357.9百萬元減少2.0%至
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350.7百萬元。截至2021年及2022年9月30日止六個
月，計入銷售及服務成本的以股份為基礎的薪酬開支分別為人民幣6.0百萬元及人民幣
3.0百萬元。該減少乃由於2023財政年度上半年於大數據平台和解決方案分部的節省成
本所致。

大數據平台和解決方案。大數據平台和解決方案分部的銷售及服務成本由截至2021年9
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92.0百萬元減少20.9%至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72.8百萬元，主要由於(i)從事大數據平台和解決方案業務的僱員之僱員福利及開支由人
民幣35.7百萬元減少至人民幣29.8百萬元，於有關期間計入以股份為基礎的薪酬開支分
別為人民幣3.4百萬元及人民幣1.4百萬元；及(ii)軟件及硬件的成本以及外包服務費合計
由人民幣54.5百萬元減少至人民幣42.2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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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學解決方案。生命科學解決方案的銷售及服務成本由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
月的人民幣116.5百萬元增加7.6%至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25.3百萬元，
主要由於外包服務費由人民幣56.7百萬元增加至人民幣67.5百萬元。

健康管理平台和解決方案。健康管理平台和解決方案分部的銷售及服務成本由截至2021
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42.2百萬元增加7.3%至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
幣152.6百萬元，主要由於醫藥產品及服務成本由人民幣118.1百萬元增加至人民幣125.1
百萬元。

其他。其他銷售及服務成本由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7.1百萬元減少100.0%
至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零。

毛利及毛利率

由於上述原因，我們於截至2021年及2022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整體毛利分別為人民幣
144.1百萬元及人民幣123.7百萬元，而我們的整體毛利率分別為28.7%及26.1%。

大數據平台和解決方案。我們於大數據平台和解決方案的毛利率由截至2021年9月30日
止六個月的41.7%輕微減少至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41.3%。

生命科學解決方案。我們於生命科學解決方案的毛利率由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的20.0%減少至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14.5%，主要由於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六
個月COVID-19疫情的長期影響導致收入增長放緩，儘管本公司為可預見的商機保留了
交付團隊，但成本以更快的速度增長。

健康管理平台和解決方案。我們於健康管理平台和解決方案的毛利率保持相對平穩於
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25.1%，而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則為25.3%。

銷售及營銷開支

我們的銷售及營銷開支由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233.1百萬元減少46.8%至
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24.1百萬元，主要由於(i)從事銷售及營銷職能的
僱員之僱員福利及開支由人民幣133.2百萬元減少至人民幣80.8百萬元，於有關期間計入
以股份為基礎的薪酬分別為人民幣21.6百萬元及人民幣5.3百萬元；及(ii)旨在提升本集團
品牌知名度及保險服務的業務開發、推廣及廣告開支由人民幣83.5百萬元減少至人民幣
28.2百萬元，此乃由於我們在緊隨首次公開發售後的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內加大
了對品牌知名度的投資，以及若干「惠民保」產品的年度更新由2023財政年度上半年轉移
至2023財政年度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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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上述原因，銷售及營銷開支佔收入的百分比由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46.4%
減少至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26.2%。

行政開支

我們的行政開支由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75.3百萬元減少37.6%至截至
2022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09.4百萬元，主要歸因於(i)從事行政職能的僱員之僱
員福利及開支由人民幣131.7百萬元減少至人民幣91.4百萬元，於有關期間計入以股份為
基礎的薪酬分別為人民幣67.6百萬元及人民幣25.8百萬元；及(ii)諮詢費由人民幣20.9百
萬元減少至人民幣6.1百萬元，此乃主要由於招聘費由人民幣10.5百萬元減少至人民幣1.1
百萬元。

由於開支減少，行政開支佔收入的百分比由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34.9%下降至
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23.1%。

研發開支

我們的研發開支由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92.0百萬元減少5.3%至截至2022
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81.9百萬元。研發開支減少主要歸因於從事研發職能的僱
員之僱員福利及開支、勞務派遣及諮詢費以及其他專業費由人民幣174.6百萬元減少至人
民幣167.5百萬元，包括有關期間內以股份為基礎的薪酬人民幣25.8百萬元及人民幣10.2
百萬元。

研發開支佔收入的百分比保持相對平穩於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38.3%，而截至
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則為38.2%。

經營虧損

由於上述原因，本集團的經營虧損由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442.2百萬元
減少至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356.3百萬元。

稅項

本集團的所得稅（抵免）╱開支由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51)千元增加至
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836千元。

期間虧損

由於上述原因，我們的期間虧損由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442.5百萬元減
少19.5%至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356.3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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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計量 — 經調整淨虧損

為補充我們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呈列的合併財務報表，我們
亦採用並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規定或呈列的經調整淨虧損（定義見下文）作為額外財務
計量。我們相信，該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計量之呈列有利於通過去除我們的管理層認為
對我們經營表現不具指示性的項目（如若干非現金項目）的潛在影響及投資交易的若干
影響，來比較不同期間及不同公司間的經營表現。我們認為該項計量能為投資者提供有
用資料使彼等與我們管理層採用同樣方式了解並評估本集團的合併經營業績。然而，該
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計量用作分析工具存在局限性，閣下不應視其為獨立於或可代替
我們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所呈報經營業績或財務狀況的分析。此外，該非國際財務報
告準則財務計量可能與其他公司使用的類似術語定義不同。

我們將「經調整淨虧損」定義為期間虧損加回以股份為基礎的薪酬開支及外匯收益或虧
損。

截至2021年及2022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我們的經調整淨虧損分別為人民幣322.5百萬元
及人民幣224.8百萬元。

下表載列截至2021年及2022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我們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財務計量與根
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最相近指標的對賬。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期間虧損 (356,347) (442,542)
加：
以股份為基礎的薪酬開支(1) 44,307 121,038
外匯虧損╱（收益）淨額(2) 87,238 (1,008)
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調整淨虧損 (224,802) (322,512)
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調整淨虧損率(%)(3) (47.4%) (64.3%)

(1) 以股份為基礎的薪酬開支與我們根據股權激勵計劃向僱員、董事及顧問授予的股份獎勵有關，主要為非現金
性質，通常不包括於我們行業其他公司採用的類似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計量。

(2) 外匯虧損或收益淨額主要為非現金性質，通常不包括於我們行業其他公司採用的類似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計
量。

(3) 為所述期間內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調整淨虧損除以總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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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資本資源

於報告期間，我們主要通過股東的出資以及通過在私募配售交易中發行和出售可轉換
可贖回優先股融資以及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來滿足我們的現金需求。於2022年3月31
日及2022年9月30日，我們錄得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定期存款、受限制銀行結餘及存款
分別為人民幣3,732.1百萬元及人民幣3,014.9百萬元。

重大投資

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作出或持有任何重大投資（包括於2022年9月
30日任何於被投資公司佔本公司總資產5%或以上的投資）。

重大收購及出售

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綜合聯屬實
體或聯營公司。

資產抵押

於2022年9月30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資產抵押。

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

於2022年9月30日，本集團並無有關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的詳細未來計劃。

外匯風險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主要在中國經營業務，大部分交易乃以人民幣結算。本公司及在
中國經營的附屬公司及綜合聯屬實體以及在文萊經營的附屬公司的功能貨幣分別為美
元、人民幣及文萊幣。我們的管理層認為業務並無面臨任何重大外匯風險，原因是並無
重大金融資產或負債以我們集團實體各自功能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於報告期間，我們
的貨幣換算收益為人民幣371.3百萬元及外匯虧損淨額為人民幣87.2百萬元，而截至2021
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則為貨幣換算虧損人民幣60.2百萬元及外匯收益淨額人民幣1.0百萬
元。截至2021年及2022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我們並無對沖任何外幣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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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負債

於2022年9月30日，我們概無任何重大或有負債（於2021年9月30日：無）。

資本承諾

於2022年9月30日，本集團的資本承諾為人民幣17.1百萬元（於2021年9月30日：人民幣
30.6百萬元），主要為裝修開支。

僱員及薪酬

於2022年9月30日，本集團的員工總數為1,222名，682名員工位於北京、167名員工位於
上海及373名員工位於中國及海外其他辦公室。下表載列於2022年9月30日按職能劃分的
員工總數：

職能 員工人數

產品研發及技術 540
醫學部門 382
銷售及營銷 128
一般及行政 172

 

總計 1,222
 

員工是集團最寶貴的資產。我們能夠持續吸引最優秀的交叉領域複合型人才，因彼等對
YiduCore轉化醫療潛力的信心。於2022年9月30日，約有49.8%的員工擁有臨床研究經驗
及醫學背景，約有33.5%的員工擁有人工智能和技術經驗和背景。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
六個月，本集團產生的薪酬成本總額為人民幣410.4百萬元，而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六
個月則為人民幣526.2百萬元。本公司亦採納首次公開發售後股份獎勵計劃及首次公開
發售後購股權計劃。

期後事項

截至本公告日期，自報告期結束後並無發生須進一步披露或調整的重大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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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

本公司於2014年12月9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股份於2021年1
月15日在聯交所主板上市。

董事會致力達致高水準的企業管治。董事會相信，高水準的企業管治至關重要，可為本
集團提供框架，以保障股東權益以及提升企業價值及問責性。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報告期間，本公司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
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的適用規定，惟以下偏離情況除外。

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第C.2.1條建議，但並無規定，董事長及首席執行官的職責應予
區分，不應由同一人士擔任。宮盈盈女士（「宮女士」）兼任董事會董事長及本公司首席執
行官。宮女士為本集團的創辦人且於本集團業務經營及管理方面擁有豐富經驗。董事會
相信，由宮女士兼任董事長及首席執行官，有利於確保本集團的領導貫徹一致，並有助
本集團更有效及高效地制定整體策略規劃。董事會認為現時的安排並不會損害權力及
權責的平衡，而此架構將確保本公司迅速及有效地作出並執行決策。董事會將於考慮本
集團的整體情況後，於適當時候繼續審核及考慮將本公司董事長及首席執行官的角色
分開。

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第F.1.1條規定，發行人應訂有派付股息的政策並應於年報內披
露。由於本公司擬將可用資金及盈利用作為業務的發展及增長提供資金，其表現將繼續
受到未來相關行業及經濟展望所影響，董事會認為，於此階段不適宜採納股息政策。董
事會將會定期審閱本公司的狀況並於合適時採納股息政策。

於2022年1月1日生效的經修訂企業管治守則（「新企業管治守則」）適用於2022年1月1日或
之後開始的財政年度的企業管治報告。本公司將繼續定期檢討及監督企業管治常規，以
確保其符合新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措施及標準，並於截至2023年3月31日止財政年度的
企業管治報告中報告新企業管治守則的合規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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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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作為其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

經向全體董事及相關員工作出具體查詢後，彼等確認彼等於報告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
則。

審核委員會

本集團成立的審核委員會由三名成員組成，即馬維英博士、潘蓉容女士及張林琦教授，
潘蓉容女士（本公司具備適當專業資格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審核委員會主席。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綜合財務報表並已與獨立核數
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舉行會議。審核委員會亦已與本公司高級管理層成員討論
有關本公司採用的會計政策及常規事宜以及內部控制及財務申報事宜。

核數師的工作範圍

本公司外部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已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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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審閱」對本集團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計的中期
簡明合併財務資料進行審閱。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確認，概無發現任何事項令彼等
相信中期財務資料在所有重大方面並無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的規
定編製。

其他資料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報告期間，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或綜合聯屬實體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
市證券。

重大訴訟

於報告期間，本公司並無涉及任何重大訴訟或仲裁。於報告期間及直至本公告日期，董
事亦不知悉任何尚未了結或對本集團構成威脅的重大訴訟或索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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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所得款項用途

本公司股份於2021年1月15日於聯交所主板上市。全球發售（超額配股權（定義見本公司
日期為2020年12月31日的招股章程（「招股章程」））獲悉數行使後）所得款項淨額（「所得款
項淨額」）約為人民幣3,825百萬元，擬將用於招股章程所載用途。先前披露的所得款項
擬定用途概無變動。

下文載列於2022年9月30日全球發售所得款項的動用情況。

用途

所得
款項動用
百分比

所得
款項淨額

於2022年
3月31日
尚未動用
的金額

截至
2022年

9月30日止
六個月
已動用
的金額

於2022年
9月30日
尚未動用
的金額

悉數動用
的預期時間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加強核心能力 35% 1,339 1,339 99 1,240
2025年

3月31日

進一步進行業務擴張 35% 1,339 1,339 385 954
2025年

3月31日
通過戰略合夥、投資和
收購來進一步豐富
生態系統 20% 765 765 6 759

2024年
3月31日

營運資金及一般企業
用途 10% 382 382 38 344

2025年
3月31日

上述所得款項淨額於上市日期按即期匯率折算，而截至2022年9月30日的現金及現金等
價物、定期存款、受限制銀行餘額及存款按資產負債表日的即期匯率折算。

於2022年9月30日，本公司已動用所得款項淨額人民幣528百萬元。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分派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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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合併綜合收益表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客戶合同收入 474,366 501,931
銷售及服務成本 (350,691) (357,861)

  

毛利 123,675 144,070
  

銷售及營銷開支 (124,106) (233,126)
行政開支 (109,366) (175,325)
研發開支 (181,850) (191,952)
金融資產及合同資產減值虧損淨額 (11,501) (5,350)
其他收益 37,528 20,987
其他虧損 (90,631) (1,518)

  

經營虧損 (356,251) (442,214)
  

財務收入 3,932 1,534
財務費用 (1,639) (1,818)

  

財務收入╱（費用）淨額 2,293 (284)
  

分佔聯營公司投資虧損 (553) (195)
  

除所得稅前虧損 (354,511) (442,693)
  

所得稅（開支）╱抵免 (1,836) 151
  

期內虧損 (356,347) (442,542)
  

下列人士應佔虧損：
— 本公司擁有人 (353,517) (440,768)
— 非控股權益 (2,830) (1,774)

  

(356,347) (442,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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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其他綜合收益╱（虧損）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匯兌差額 681,126 (78,041)

將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匯兌差額 (309,840) 17,799

  

期內其他綜合收益╱（虧損），已扣除稅項 371,286 (60,242)
  

期內綜合收益╱（虧損）總額 14,939 (502,784)
  

下列人士應佔期內綜合收益╱（虧損）總額：
— 本公司擁有人 15,154 (500,574)
— 非控股權益 (215) (2,210)

  

14,939 (502,784)
  

每股虧損，基本及攤薄（人民幣元） (0.36) (0.47)
  

中期簡明合併綜合收益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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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合併資產負債表

於9月30日 於3月31日
2022年 2022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74,096 59,344
使用權資產 22,495 43,381
無形資產 39,477 35,249
遞延所得稅資產 626 1,238
按權益法入賬之投資 6,825 9,915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 26,186 16,461
按攤餘成本計量的投資 248,493 —
受限制銀行結餘及存款 5,054 5,024
其他非流動資產 3,627 —

  

非流動資產總額 426,879 170,612
  

流動資產
存貨 6,799 5,736
合同資產 181,557 158,749
貿易應收款項 524,372 513,244
按攤餘成本計量的其他金融資產 93,872 70,656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 371,033 36,927
定期存款 2,136,895 318,59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72,979 3,408,505
其他流動資產 41,245 39,786

  

流動資產總額 4,228,752 4,552,198
  

資產總額 4,655,631 4,722,810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25 124
庫存股 (1) (1)
其他儲備 12,640,993 12,227,727
累計虧損 (8,591,567) (8,238,050)

  

4,049,550 3,989,800

非控股權益 17,451 17,666
  

權益總額 4,067,001 4,007,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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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9月30日 於3月31日
2022年 2022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負債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9,432 25,987
遞延收益 73,719 77,774

  

非流動負債總額 83,151 103,761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262,080 329,506
遞延收益 10,292 10,500
應付薪金及福利 170,971 205,656
合同負債 38,173 33,256
即期所得稅負債 245 245
租賃負債 17,476 26,178
撥備 6,242 6,242

  

流動負債總額 505,479 611,583
  

負債總額 588,630 715,344
  

權益及負債總額 4,655,631 4,722,810
  

中期簡明合併資產負債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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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合併財務資料附註

1 一般資料

醫渡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於2014年12月9日根據開曼群島法例第22章公司法（1961
年第3號法例，經綜合及修訂）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的地址
為Suite#4–210, Governors Square, 23 Lime Tree Bay Avenue, PO Box 32311, Grand Cayman 
KY1–1209, Cayman Islands。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於中華人民共和
國（「中國」）、文萊及新加坡從事提供下列服務：i)大數據平台和解決方案；ii)生命科
學解決方案；iii）健康管理平台和解決方案；及iv)其他服務。

中期簡明合併財務資料包括於2022年9月30日的中期簡明合併資產負債表，以及截至
上述日期止六個月的中期簡明合併綜合收益表、中期簡明合併權益變動表及中期簡明
合併現金流量表，以及重大會計政策概要及其他附註解釋資料（「中期財務資料」）。
除另有說明外，中期財務資料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

2 編製基準

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
報告」（「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

中期財務資料不包括一般載於年度財務報告的所有附註。因此，其須與本集團截至
2022年3月31日止年度的合併財務報表一併閱讀，該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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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
本公司於中期報告期間發佈的任何公告編製。

3 會計政策

編製中期財務資料所採納的會計政策乃與編製本集團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年度的合
併財務報表所應用者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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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計政策（續）

此外，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於當前報告期間已頒佈但並未強制生效的若干新訂及經
修訂準則以及年度改進。該等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以及年度改進預計不會對本集團當
前或未來報告期間及對可預見未來的交易造成重大影響。

4 主要會計估計及判斷

編製中期財務資料要求管理層作出影響會計政策應用以及資產及負債、收入及開支
所呈報金額的判斷、估算及假設。實際業績可能與該等估計有所不同。

管理層於編製中期財務資料時就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所作出之重大判斷以及估計不
明朗因素之主要來源，與編製本集團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年度的合併財務資料時所
應用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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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部資料

主要經營決策者（「主要經營決策者」）定期審查及評估本集團之業務活動（存有單獨
財務資料）。由於此評估，本集團確定其經營分部如下：

‧ 大數據平台和解決方案

‧ 生命科學解決方案

‧ 健康管理平台和解決方案

‧ 其他

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計）

大數據平台
和解決方案

生命科學
解決方案

健康
管理平台

和解決方案 其他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客戶合同收入 124,028 146,531 203,807 — 474,366
銷售及服務成本 (72,817) (125,288) (152,586) — (350,691)

     

毛利 51,211 21,243 51,221 — 123,675
     

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計）

大數據平台
和解決方案

生命科學
解決方案

健康
管理平台

和解決方案 其他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客戶合同收入 157,948 145,627 190,438 7,918 501,931
銷售及服務成本 (92,027) (116,532) (142,235) (7,067) (357,861)

     

毛利 65,921 29,095 48,203 851 144,070
     

本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而本集團主要在中國經營業務。截至2022年及2021年9月30
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來自位於中國及其他國家的外部客戶的收入分別約佔總收入的
81%及19%、85%及15%。

於2022年9月30日及2022年3月31日，本集團大部分非流動資產位於中國、文萊及新加
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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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按性質劃分的開支

有關計入銷售及服務成本、銷售及營銷開支、行政開支及研發開支的開支的進一步
分析如下：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僱員福利開支 410,362 526,193
銷售成本 157,744 162,168
外包服務費 91,464 89,260
差旅、招待及一般辦公開支 31,621 39,585
諮詢及其他專業費 26,877 35,678
推廣及廣告開支 13,059 67,542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2,216 8,561
使用權資產折舊 8,620 8,396
勞務派遣 6,195 10,898
無形資產攤銷 3,362 2,187
核數師酬金 — 審計服務 2,848 2,836
稅項及附加費 1,411 2,228
其他開支 234 2,732

  

銷售及服務成本、銷售及營銷開支、行政開支及
　研發開支總額 766,013 958,264

  

7 所得稅開支╱（抵免）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當期稅項 1,224 —
遞延所得稅 612 (151)

  

所得稅開支╱（抵免）淨額總額 1,836 (151)
  

所得稅開支╱（抵免）乃根據管理層對完整財政年度適用的所得稅稅率的最佳認知予
以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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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虧損

(a) 每股基本虧損為通過將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除以截至2022年及2021年9月30日
止六個月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得出。

每股虧損為基於下列各項計算：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353,517) (440,768)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988,812 935,086

  

每股基本虧損（人民幣元） (0.36) (0.47)
  

(b) 每股攤薄虧損通過假設所有具有潛在攤薄影響的普通股份獲轉換以調整已發行
在外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計算。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2022年及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錄得虧損，因此潛在普通股
未計入每股攤薄虧損計算之內，因為其計入將構成反攤薄。因此，截至2022年及
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每股攤薄虧損與有關期間的每股基本虧損相同。

9 貿易應收款項

於2022年 於2022年
9月30日 3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來自與客戶訂立合同的貿易應收款項
— 第三方 585,151 597,186
— 關聯方 1,787 1,787
減：貿易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62,566) (85,729)

  

524,372 513,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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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應收款項（續）

(a)  給予貿易客戶的信用期限按個別基準釐定，通常信用期限約180天。貿易應收款
項基於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2022年 於2022年
9月30日 3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 3個月內 137,284 376,413
— 3至6個月 69,527 26,118
— 6個月至1年 246,560 87,308
— 1至2年 91,824 45,746
— 2年以上 41,743 63,388

  

586,938 598,973
減：貿易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62,566) (85,729)

  

總計 524,372 513,244
  

(b) 貿易應收款項的公允價值

由於即期應收款項的短期性質，其賬面價值與公允價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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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

於2022年 於2022年
9月30日 3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貿易應付款項 170,369 210,604
應付稅項 16,093 12,368
其他應付款項：
— 應付顧問及其他服務費 19,476 36,209
— 應付代收保費(i) 19,262 24,680
— 購回購股權應付款項 11,103 9,928
— 應計市場開發及推廣開支 6,644 8,228
— 購買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應付款項 4,768 9,015
— 應付員工報銷款 6,123 7,182
— 應付租賃房屋裝修款 544 870
— 應付關聯方款項 — 66
— 應付投資款項 — 1,904
— 其他 7,698 8,452

  

262,080 329,506
  

(i) 應付保費為於2022年9月30日代表保險公司收取惟尚未匯出的保費。

(a) 由於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屬短期性質，故其賬面價值被認為與其公允價值相
若。

(b) 於各報告期末基於開票目的貿易應付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於2022年 於2022年
9月30日 3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 3個月內 46,497 173,919
— 3至6個月 13,880 2,449
— 6個月至1年 90,327 23,450
— 1至2年 18,521 9,383
— 2至3年 1,144 1,403

  

170,369 210,604
  

11 股利

截至2022年及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本集團現時旗下公司概無支付或宣
派任何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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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發中期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

本 中 期 業 績 公 告 刊 載 於 聯 交 所 網 站 (www.hkexnews.hk) 及 本 公 司 網 站 
(www.yidutechgroup.com)。本集團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將根據上市
規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可於上述相同網站查閱。

承董事會命
醫渡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長、執行董事兼首席執行官
宮盈盈

香港，2022年11月25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宮盈盈女士、楊晶女士、閆峻博士及張實女士；非執行董事為曾鳴先生；及獨立非執
行董事為馬維英博士、潘蓉容女士及張林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