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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

執行董事
鄧清河先生，主席
陳振康先生，董事總經理
鄧梅芬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梁偉浩先生
袁致才先生
蕭文豪先生
曹永牟先生

審核委員會
袁致才先生，主席
梁偉浩先生
蕭文豪先生
曹永牟先生

薪酬委員會
蕭文豪先生，主席
梁偉浩先生
袁致才先生
曹永牟先生
鄧清河先生
陳振康先生

提名委員會
曹永牟先生，主席
蕭文豪先生
袁致才先生
梁偉浩先生
鄧清河先生
陳振康先生

公司秘書
麥婉明女士

合資格會計師
勞偉強先生

主要往來銀行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核數師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法律顧問
萬盛國際律師事務所
何耀棣律師事務所
高蓋茨律師事務所

註冊辦事處
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

香港總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
九龍
九龍灣
宏光道9號
位元堂藥業大廈5樓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司
香港
灣仔
皇后大道東28號
金鐘匯中心26樓

網頁
http://www.wyth.net

股份代號
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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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元堂藥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會（「董事會」）不建
議派付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七年：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營業額約230,70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約
213,900,000港元），按年增長約7.9%。毛利增長約9.0%至約104,20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
約95,600,000港元）。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錄得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約
174,80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約15,400,000港元）。虧損主要由於撇減利
來控股有限公司（「利來」）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五日發行本金總額190,000,000港元之非上市可換股
債券之內含期權之價值，以及分佔聯營公司利來虧損所致。

(1) 中藥產品
回顧期間，營業額約為154,80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約156,4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
減少約1.0%。由於全球金融海嘯之負面影響，故預期本財政年度下半年之消費力降低。儘
管營商環境嚴峻，本集團繼續致力於市場推廣及加強品牌活動以帶動銷售，務求提高品牌
之公眾知名度。

(2) 西藥產品
西藥及保健食品產品營業額增加約 50.1%至約 57,50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約
38,300,000港元）。增長主要來自透過遍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18個省份之銷售渠道
及網絡，銷售核心產品止咳露。額外營業額約11,600,000港元來自前聯營公司湖南湘雅製
藥有限公司，佔營業額增長約30.3%，本公司於該公司之實益股本權益於二零零七年十一
月九日由39.2%增至52.0%，該公司因而成為本集團之合併附屬公司。本集團繼續專注銷
售止咳露及分配資源發展其他治療上呼吸道感染之產品。在此方面，本公司透過電視特輯
及記者招待會推出「珮夫人」鼻爽貼，加上獲醫生及藥劑師鼎力支持，故廣受公眾接納。本
公司將物色新商機，充分發揮其現時於香港及中國建立之強大分銷網絡。

中期股息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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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續）

(3) 中式保健食品業務
於新加坡營業之附屬公司永健補品私人有限公司（「永健」）負責經營本集團之中式保健食品
生產業務。回顧期間之收益約為18,40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約19,100,000港元），較去
年同期減少約3.7%。銷售減少，主要由於近期遷置生產設施，令生產暫停所致。

(4) 投資於利來
本集團藉投資於利來以分散投資，利來之主要業務為於香港及中國從事物業投資及物業發
展以及新鮮豬肉零售。

利來所發行非上市可換股債券之內含期權市值，受（其中包括）利來股價波動之影響。作出
相關撇減導致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虧損約147,100,000港元。由於利
來股價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後出現波動，故或須就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財務業績進一步撥備。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資本架構及負債比率

(1) 配售股份
本集團在二零零八年五月七日與配售代理訂立先舊後新配售及認購安排，按每股0.165港
元之價格向獨立投資者配售約335,000,000股股份，以及發行相同數目之新股份。籌集所
得款項淨額約53,300,000港元，其中20,000,000港元已用作償還計息貸款，另10,000,000

港元擬用作擴充中國及香港零售網絡，而餘款則用作本集團一般營運資金。上述先舊後新
配售及認購已分別於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五日及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九日完成。

(2) 贖回可轉換貸款票據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三日及二零零八年九月十八日，本公司以較面值折讓2.5%之價格，購
買本金總額為149,000,000港元之所有尚未行使可轉換貸款票據。購買此等票據以本公司
內部資源撥付。於本報告日期，並無尚未行使之可轉換貸款票據。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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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續）

流動資金、資本架構及負債比率（續）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銀行借貸總額約為75,1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
日：約48,300,000港元）。負債比率（即銀行借貸總額對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之比率）約為9.8%

（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約5.4%）。

外匯
董事會認為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外匯風險。所有銀行借貸均以人民幣、港元及新加坡元列值。
本集團之收益（大部分以人民幣、港元及新加坡元列值）與本集團經營開支貨幣需求相稱。因
此，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對沖合約。

僱員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約634名僱員，其中約70%於香港工作。本集團已制定政
策，確保其僱員之薪酬水平具競爭力，而僱員乃根據本集團之一般薪酬及花紅制度按表現相關
基準獲取報酬。本集團亦向僱員提供購股權計劃。

前景

由於全球及本地經濟放緩，導致物業及股票市場大幅動盪，故本集團已對其中藥業務拓展計劃
採取較為審慎政策。

就西藥產品方面，本集團將繼續鞏固「珮夫人」作為「呼吸道專家」的品牌地位，並同時將物色新
商機，以充分發揮其現時於香港及中國建立之強大分銷網絡。

中式保健食品業務方面，本集團繼續保持其多年來一直為新加坡樽裝燕窩飲品之最大單一合約
生產商之地位。本集團與一名策略夥伴合作，在其協助下將本集團業務拓展至中國內地及海外
華僑社群。

本集團繼續致力加強品牌地位、不斷進行產品開發、擴大分銷網絡及維持品質管理各方面，務
求令本集團業務及盈利能力獲得持續增長。



權益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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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及╱或彼等各自之任何聯繫人於本公司
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
債權證中，擁有須載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之登記冊，或須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XV部或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巿規則（「《上巿規則》」）上市發行
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購股權的相關股份之好倉︰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總額概約
 購股權   尚未行使  行使期  相關股份  相關股份  百分比
董事姓名 授出日期 每股行使價  購股權數目  （附註1）  數目  總數  （附註2）
  港元          %

鄧梅芬 3.1.2007 0.415  650,000  2.1.2008至  650,000

      1.1.2012

 2.1.2008 0.226  650,000  2.1.2009至  650,000  1,300,000  0.06

      1.1.2013

附註︰

(1) 上述由鄧梅芬女士所實益持有購股權之行使期已於下列期間歸屬：

授出日期起計第一週年 30%歸屬
授出日期起計第二週年 另外30%歸屬
授出日期起計第三週年 餘下40%歸屬

(2) 該百分比指股份數目佔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已發行股本總額2,010,351,688股之百分比。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概無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及╱或彼等各自
之聯繫人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
權證中，擁有須載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之登記冊，或須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XV部或《標準守則》另行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權益披露（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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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購買股份或債權證之權利

除上文「董事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之權益及淡倉」一節所披露者
外，於期內任何時間，各董事或彼等各自之配偶或未成年子女並無獲授或行使可藉購買本公司
股份或債權證而獲利之權益，且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亦概無訂立任何安排而使本公司董事
或主要行政人員可購買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該等權利。

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中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下列人士（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
份中，擁有或被視為擁有或當作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條文規定向
本公司披露，或已載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存置之登記冊的權益或淡倉：

於本公司普通股股份中的好倉：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總額
   概約百分比
股東名稱 股份數目  （附註2）
   %

宏安集團有限公司（「宏安」）（附註1） 474,209,324  23.59

Wang On Enterprises (BVI) Limited（「WOE」）（附註1） 474,209,324  23.59

Rich Time Strategy Limited（「Rich Time」）（附註1） 474,209,324  23.59

附註：

1. Rich Time由WOE全資擁有，而WOE則為宏安之全資附屬公司。WOE及宏安均被視為擁有由Rich Time

所持有474,209,324股股份之權益。

2. 該百分比指股份數目佔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已發行股本總額2,010,351,688股之百分比。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除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外，概無其他人士
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條文規定向本
公司披露，或已載入本公司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之登記冊的權益或淡倉。



權益披露（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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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三年九月十八日，本公司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該計劃」），主要旨在向選定合資格人
士提供獎賞或回報，以獎勵彼等對本集團已作出或可能作出的貢獻。該計劃將於二零一三年九
月十八日屆滿。

該計劃項下購股權於回顧期間內的變動詳情如下︰

 購股權數目

 於二零零八年  期內已授出、  於二零零八年
參與者姓名 四月一日  已行使及  九月三十日
或類別 尚未行使  已失效  尚未行使  授出日期  每股行使價  行使期*
         港元

執行董事
鄧梅芬 650,000  －  650,000  3.1.2007  0.415  2.1.2008至1.1.2012

 650,000  －  650,000  2.1.2008  0.226  2.1.2009至1.1.2013

 1,300,000  －  1,300,000

其他僱員
合共 3,470,000  (200,000 )** 3,270,000  3.1.2007  0.415  2.1.2008至1.1.2012

 5,850,000  －  5,850,000  2.1.2008  0.226  2.1.2009至1.1.2013

 9,320,000  (200,000 ) 9,120,000

 10,620,000  (200,000 ) 10,420,000

* 根據該計劃授出之購股權於下列期間歸屬︰

授出日期起計第一週年 30%歸屬
授出日期起計第二週年 另外30%歸屬
授出日期起計第三週年 餘下40%歸屬

** 200,000份購股權已於二零零八年六月失效。

購股權計劃



權益披露（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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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結算日，本公司有10,420,000份根據該計劃授出之尚未行使購股權。在本公司現行資本結構
下，於歸屬期屆滿後全面行使該等購股權將導致額外發行10,420,000股本公司普通股、額外股
本104,200港元及股份溢價2,991,600港元。

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董事會並無根據該計劃向本集團董事或合資格僱員授
出任何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份，而於回顧期間內亦無任何尚未行使購股權獲行使。

購股權計劃（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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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企
業管治常規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

本集團將繼續致力改善其管理及提高監管水平，以提升本公司競爭力及營運效率，從而確保可
持續發展，並為本公司股東帶來更豐盛回報。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
司任何上市證券。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標準守則》，作為有關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
則。經向本公司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整段回顧期間一直遵守本公
司所採納《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上市規則》第3.21條之規定成立審核委員會，以審閱及監督本集團之財務申報程
序及內部監控。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
綜合財務報表。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袁致才先生、梁偉浩先生、蕭文豪先
生及曹永牟先生組成，並由袁致才先生擔任主席。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鄧清河

香港，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中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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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欣然宣佈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二
零零七年同期之比較數字。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未經審核，惟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 230,746  213,872

銷售成本  (126,574 ) (118,314 )

毛利  104,172  95,558

其他收入 5 9,021  12,808

銷售及分銷成本  (75,217 ) (68,754 )

行政開支  (38,294 ) (39,028 )

融資成本 6 (3,980 ) (3,116 )

商譽之已確認減值虧損  (199 ) －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2,636  － 

一張非上市票據內含購股權之公平值變動  (147,083 ) －
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9,078 ) 10,257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16,183 ) (372 )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權益之收益  －  9,577

除稅前（虧損）溢利 7 (174,205 ) 16,930 

所得稅開支 8 (546 ) (1,509 )

本期（虧損）溢利  (174,751 ) 15,421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74,761 ) 15,416 

 少數股東權益  10  5 

  (174,751 ) 15,421 

每股（虧損）盈利 9

 基本（仙）  (9.09 ) 1.00

 攤薄（仙）  不適用  不適用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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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60,171  56,314

預付租金  95,046  96,277

商譽  25,271  25,271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2 194,597  209,043

衍生金融工具  191,408  333,270

其他無形資產  4,216  4,604

非上市票據投資 15 170,483  168,363

收購一間聯營公司權益之預付款項  －  1,200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訂金  －  910

遞延稅項資產  378  378

  741,570  895,630

流動資產
存貨  108,230  97,277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4 102,679  80,333

預付租金  2,762  2,762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13 5,074  5,280

可收回稅項  170  309

非上市票據投資 15 3,889  3,889

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金融資產  6,327  16,644

已抵押存款  353  1,599

銀行結餘及現金  20,469  100,019

  249,953  308,112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6 83,463  69,924

應付稅項  2,284  2,289

財務租賃承擔  12  13

銀行借貸 17 21,371  12,948

衍生金融工具  57  832

遞延特許權收入  115  113

來自一名股東之貸款  5,000  －
來自一間附屬公司少數股東之墊款  3,096  3,030

  115,398  89,149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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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資產淨值  134,555  218,96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876,125  1,114,593

非流動負債
財務租賃承擔  3  9

衍生金融工具  50,016  44,795

可轉換貸款票據 18 －  138,022

銀行借貸 17 53,750  35,385

遞延稅項負債  1,115  1,115

  104,884  219,326

資產淨值  771,241  895,267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9 20,104  16,754

儲備  744,278  872,247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764,382  889,001

少數股東權益  6,859  6,266

總權益  771,241  895,267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4位元堂藥業控股有限公司 • 中期報告2008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購股權      可轉換貸款      少數股東
 股本  股份溢價  特別儲備  儲備  一般儲備  匯兌儲備  票據儲備  累計虧損  小計  權益  總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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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a）    （附註b）

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13,964  551,881  (27,150 ) 52  218,508  2,096  －  (101,760 ) 657,591  107  657,698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之
 匯兌差額 －  －  －  －  －  1,071  －  －  1,071  125  1,196

分佔聯營公司匯兌儲備 －  －  －  －  －  3,404  －  －  3,404  －  3,404

直接於權益內確認之
 收入淨額 －  －  －  －  －  4,475  －  －  4,475  125  4,600

本年度溢利 －  －  －  －  －  －  －  83,767  83,767  (385 ) 83,382

本年度之已確認收入總額 －  －  －  －  －  4,475  －  83,767  88,242  (260 ) 87,982

發行股份 2,790  125,550  －  －  －  －  －  －  128,340  －  128,340

股份發行開支 －  (3,717 ) －  －  －  －  －  －  (3,717 ) －  (3,717 )

確認以股份付款 －  －  －  277  －  －  －  －  277  －  277

確認可轉換貸款票據
 權益部份 －  －  －  －  －  －  23,026  －  23,026  －  23,026

提早贖回部份可轉換貸款票據 －  －  －  －  －  －  (9,302 ) 4,544  (4,758 ) －  (4,758 )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 －  －  －  －  －  －  －  －  －  6,429  6,429

已付股息 －  －  －  －  －  －  －  －  －  (10 ) (10 )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16,754  673,714  (27,150 ) 329  218,508  6,571  13,724  (13,449 ) 889,001  6,266  895,267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續）
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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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購股權      可轉換貸款      少數股東
 股本  股份溢價  特別儲備  儲備  一般儲備  匯兌儲備  票據儲備  累計虧損  小計  權益  總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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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a）    （附註b）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之
 匯兌差額 －  －  －  －  －  (132 ) －  －  (132 ) 138  6

分佔聯營公司匯兌儲備 －  －  －  －  －  1,942  －  －  1,942  －  1,942

直接於權益內確認之
 收入淨額  －  －  －  －  －  1,810  －  －  1,810  138  1,948

本期間虧損 －  －  －  －  －  －  －  (174,761 ) (174,761 ) 10  (174,751 )

期內之已確認收入（開支）總額 －  －  －  －  －  1,810  －  (174,761 ) (172,951 ) 148  (172,803 )

發行股份 3,350  51,926  －  －  －  －  －  －  55,276  －  55,276

股份發行開支 －  (1,681 ) －  －  －  －  －  －  (1,681 ) －  (1,681 )

確認以股份付款 －  －  －  227  －  －  －  －  227  －  227

於出售一間附屬公司時
 解除 －  －  －  －  －  (439 ) －  －  (439 ) (19 ) (458 )

提早贖回可轉換貸款票據 －  －  －  －  －  －  (13,724 ) 8,673  (5,051 ) －  (5,051 )

一間附屬公司之一名少數股東注資 －  －  －  －  －  －  －  －  －  464  464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 20,104  723,959  (27,150 ) 556  218,508  7,942  －  (179,537 ) 764,382  6,859  771,241

附註：

(a) 本集團之特別儲備指本公司所發行普通股之面值與根據一九九五年因集團重組而購入附屬公司已發
行普通股股本之總面值兩者間之差額。 

(b) 一般儲備指本公司削減股本產生之盈餘減本公司紅股發行所使用之款額。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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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所用現金淨額 (8,505 ) (10,695 )

投資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8,452 ) 762

融資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61,411 ) 361,115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增加 (78,368 ) 351,182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00,019  236,625

匯率變動之影響 (1,182 ) －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指銀行結餘及現金 20,469  587,807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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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上市規則》附錄16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
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
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除金融工具以公平值計算外，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使用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的全年財務報表所依據者一致，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而編製，惟本
集團於本期間首次採用下列自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起生效之新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除外。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及 金融資產重新分類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2號 服務經營權安排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4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界定福利資產
  之限制、最低資金規定及其相互關係

採用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不會為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帶來重大影
響。

於編製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時，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
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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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續）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呈列1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1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3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 可沽售金融工具及清盤產生之責任1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 預測集團內公司間交易之
  現金流量對沖會計處理3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 選擇以公平值入賬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 股份付款－歸屬條件及註銷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部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3號 客戶長期支持計劃2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5號 房地產建造協議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6號 外國業務投資淨額對沖4

1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零八年十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本集團預期，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可能導致有需要作出新增
或經修訂披露，惟於首次採用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期間，該等準則不會對
本集團之財務報表構成重大影響。

3. 收益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包括：

銷售貨物 230,088  212,376

管理、廣告及宣傳費 658  1,496

 230,746  213,872

4. 業務及地區分類

(a) 業務分類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現時分為以下主要分部：(i)生產及銷售中藥及保健食品產品；(ii)

生產及銷售西藥及保健食品產品；及(iii)生產及銷售樽裝燕窩飲品及草本精華產品。
此等分部為本集團呈報其主要分類資料之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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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業務及地區分類（續）

(a) 業務分類（續）
本集團按業務分類劃分之收益及經營業績貢獻分析呈列如下：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生產及銷售 生產及銷售 生產及銷售樽裝燕窩
 中藥及保健食品產品 西藥及保健食品產品 飲品及草本精華產品 對銷 總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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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
銷售予外界客戶 154,813  156,426  57,505  38,339  18,428  19,107  －  －  230,746  213,872

分類間銷售* 1,320  3,396  －  42  11,734  12,659  (13,054 ) (16,097 ) －  －

 156,133  159,822  57,505  38,381  30,162  31,766  (13,054 ) (16,097 ) 230,746  213,872

業績
分類業績，
 不計及商譽之
 已確認減值虧損 (1,098 ) 669  4,532  3,981  1,276  1,386      4,710  6,036

商譽之已確認
 減值虧損 (199 ) －  －  －  －  －      (199 ) －  

 (1,297 ) 669  4,532  3,981  1,276  1,386      4,511  6,036

其他收入                 9,021  12,808

未分配公司開支                 (14,049 ) (18,260 )

融資成本                 (3,980 ) (3,116 )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
 收益                 2,636  －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
 權益之收益                 －  9,577

一張非上市票據內含
 購股權之公平值變動                 (147,083 ) －
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
 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9,078 ) 10,257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16,183 ) (372 )

除稅前（虧損）溢利                 (174,205 ) 16,930

所得稅開支                 (546 ) (1,509 )

本期（虧損）溢利                 (174,751 ) 15,421

* 分類間銷售按集團公司之間釐定及協定之條款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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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業務及地區分類（續）

(b) 地區分類
本集團之業務位於香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其他地區及新加坡。

本集團按客戶所在地劃分（不論貨物及服務之原產地）之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157,723  156,061

中國（香港除外） 48,517  33,076 

新加坡 13,369  13,941

其他 11,137  10,794

 230,746  213,872

5. 其他收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投資非上市票據利息收入 5,078  504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465  7,295

其他利息收入 －  792

特許權收入 60  128

租金收入 1,198  －
股息收入 543  40

賠償收入 －  430

加工費收入 753  460

雜項收入 774  1,064

確認出售一間附屬公司所得遞延收入 150  150

出售可換股票據之收益 －  1,945

 9,021  12,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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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融資成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以下項目之利息：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借貸 598  355

毋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借貸 629  1,215

可轉換貸款票據之實際利息支出 2,628  1,543

財務租賃 1  3

來自一名股東之貸款 19  －
其他 105  －

 3,980  3,116

7. 除稅前（虧損）溢利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虧損）溢利於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入賬：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之（撥回）撥備 (189 ) 2,808

存貨撥備 1,111  3,466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計入行政開支 388  77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8,194  7,046

預付租金攤銷 1,231  1,250

向一名股東支付管理費 48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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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開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支出包括：

本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179  628

 其他司法權區 367  820

 546  1,448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香港利得稅 －  61

 546  1,509

香港利得稅乃就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二零零七年：17.5%）計算。

新加坡所得稅乃就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8%（二零零七年：18%）計算。

其他司法權區產生之稅項按有關司法權區之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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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乃根據下列資料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所用之本公司權益
 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溢利 (174,761 ) 15,416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所用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922,481,786  1,539,659,163

計算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虧損（二零零七年：每股攤薄盈利）
時，由於本公司尚未行使購股權之行使價高於本公司股份在聯交所之平均市價，故並無假
設該等購股權已獲行使；亦由於兌換本公司之尚未行使可轉換貸款股份及可轉換貸款票據
將減少每股虧損淨額（二零零七年：增加每股基本盈利），故並無假設已轉換有關股份及票
據。

10.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購入價值約11,077,000港元之物業、廠房
及設備（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856,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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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資產抵押

本集團已將下列資產抵押予銀行及財務機構，分別作為本集團獲授一般銀行信貸及本集團
獲得衍生金融工具的抵押。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預付租金 95,242  96,479

樓宇 1,008  1,021

銀行存款 353  1,599

 96,603  99,099

12.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成本
 －於香港上市 217,028  211,682

 －非上市 3,350  3,650

應佔收購後儲備，扣除已收取股息 (25,781 ) (6,289 )

 194,597  209,043

上市股份市值 507,131  78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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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一年內到期 5,074  5,280

減︰已確認減值虧損 －  －

 5,074  5,280

有關款項指無抵押及免息之貿易應收款項，而本集團給予90日之賒賬期。

14.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71,440  55,638

減：累計減值虧損 (8,902 ) (9,471 )

 62,538  46,167

其他應收及預付款項 40,141  34,166

 102,679  80,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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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續）

本集團向貿易客戶提供平均60日至120日之賒賬期。以下為貿易應收款項（已扣除減值虧
損）於結算日之賬齡分析：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30日 20,502  17,787

31至60日 14,935  5,232

61至120日 14,135  17,187

超過120日 12,966  5,961

 62,538  46,167

15. 非上巿票據投資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數額包括：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之非上市可換股票據（附註a） 170,483  168,363

 －非上巿銀行票據（附註b） 3,889  3,889

 174,372  172,252

為呈報之賬面值分析如下：
非流動 170,483  168,363

流動 3,889  3,889

 174,372  172,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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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非上巿票據投資（續）

附註：

(a) 利來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五日發行本金額為190,000,000港元的非上巿可換股票據（「利來票據」）。
利來票據按合約年利率3厘計息，須於二零一二年十月四日贖回。本集團有權自利來票據發行日
期至到期日止期間，隨時按初步兌換價每股0.12港元（可予調整）將利來票據兌換為利來普通股。

 於發行日期，利來票據包括負債部分及內含衍生工具（即兌換權及發行人贖回權）。利來票據內含
衍生工具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之公平淨值為141,392,000港元（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288,475,000港元），即兌換權公平值191,408,000港元（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333,270,000

港元）減發行人贖回權公平值50,016,000港元（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44,795,000港元），乃
於綜合資產負債表內分別呈列為非流動資產及非流動負債之衍生金融工具。

(b) 該款項為一間財務機構發行之票據。銀行票據的條款詳情如下：

 面值 到期日 實際利率

 500,000美元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5.125厘

16.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包括貿易應付款項約38,62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26,684,000港元），其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30日 14,997  11,512

31至60日 12,613  12,134

61至120日 9,715  1,126

超過120日 1,295  1,912

 38,620  26,684

其他應付款項 44,843  43,240

 83,463  69,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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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銀行借貸

於期內，本集團取得新銀行借貸為47,003,000港元，並已償還20,215,000港元。該等貸款
按市場利率3.14%至7.25%計息。所得款項已撥作營運資金。

18. 可轉換貸款票據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可轉換貸款票據 －  138,022

於二零零七年八月十四日，本公司透過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金利豐」）向獨立第三方配售
本金額250,000,000港元之可轉換貸款票據。可轉換貸款票據給予持有人權利，於可轉換
貸款票據到期前之任何營業日，按兌換價每股0.58港元將本金額兌換為每股面值0.01港元
之本公司普通股。

權益部分於可轉換貸款票據儲備內呈列為權益。負債部分之實際年利率為5.67厘。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十一日，本公司以折讓價98,475,000港元贖回40.4%之本金額，即
101,000,000港元。本公司已分別於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三日及二零零八年九月十八日以折
讓價98,475,000港元及46,800,000港元贖回101,000,000港元及48,000,000港元之餘下本
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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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股本

   金額
 股份數目  （未經審核）
   千港元

法定：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60,000,000,000  6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1,675,347,688  16,754

 發行股份（附註） 335,004,000  3,350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2,010,351,688  20,104

附註：

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七日，本公司與宏安之全資附屬公司及本公司主要股東Rich Time以及金利豐簽訂
配售及認購協議，據此，(i)Rich Time同意透過金利豐按最大努力基準向獨立承配人按每股0.165港元
之價格配售335,004,000股本公司股份；及(ii)Rich Time有條件地同意按每股0.165港元之價格認購合共
335,004,000股股份，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八年五月九日之公佈。交易已於二零零八年五月
十九日完成。

購股權

本公司購股權計劃的詳情載於中期報告2008「購股權計劃」一節。

20. 資本承擔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於結算日，本集團已訂約但未就收購
 於財務報表撥備之資本承擔為：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19  2,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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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經營租賃

本集團作為承租人：

本集團於期內就其辦公室物業及零售店舖根據經營租賃已付最低租金約29,073,000港元
（二零零七年：24,360,000港元）。

於結算日，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賃須於以下年期支付之未來最低租金承擔款項如
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50,697  46,769

第二年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70,813  72,676

超過五年以上 59,220  52,640

 180,730  172,085

經營租賃付款指本集團就其若干辦公室物業及零售店舖應付之租金。租賃期商定為介乎一
至十年。若干租金乃根據有關零售店舖的營業額計算。

本集團作為出租人：

期內賺取之物業租金收入約為1,198,000港元（二零零七年：993,000港元）。於結算日，本
集團已與租戶訂約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賃須於以下年期支付之未來最低租金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1,800  1,920

第二年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90  480

 1,890  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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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關連人士及關聯方披露

於期內，本集團與關聯方進行重大交易及結餘，若干關聯方根據《上市規則》亦被視為關連
人士。此外，本公司與其附屬公司（屬本公司關聯方）進行的交易已於綜合賬目時對銷，並
無於本附註披露。期內與該等公司進行的重大交易及於結算日與彼等的結餘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關聯方名稱 交易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i) 關連人士

宏安及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支付管理費 48  48

 （「宏安集團」） 
 本集團支付租金 1,140  330

 本集團收取租金 960  960

 本集團的聯營公司支付租金 360  360

 本集團支付定期貸款利息 19  －

(ii) 關連人士以外的關聯方

聯營公司 本集團銷售中藥產品 7,632  13,267

 本集團收取租金 238  －

 本集團收取管理費、
  廣告及宣傳費 601  1,105

 本集團授出信貸額 45,000  45,000

 本集團收取利息收入 －  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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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關連人士及關聯方披露（續）

(iii) 主要管理人員的酬金

於期內，董事及其他主要管理人員的薪酬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短期福利 2,103  1,028

受僱後福利 30  14

以股份支付款項 29  17

 2,162  1,059

上述薪酬由薪酬委員會經考慮個別僱員的表現及市場趨勢後釐定。

23. 結算日後事項

(a) 利來票據內含購股權之價值受（其中包括）利來股價波動所影響。利來股份收市價自
結算日之0.22港元跌至緊接批准該等財務報表日期前一個交易日之0.12港元，因而
導致內含購股權之公平值於結算日後大幅下跌。

(b) 於二零零八年十月二日，宏安集團授予本集團5,000,000港元貸款融資，於二零零九
年十月一日到期，而合共5,000,000港元貸款融資已於同日提取。於二零零八年十一
月三日，宏安集團授予本集團另一筆30,000,000港元之貸款融資，該貸款融資於二
零零九年十一月二日到期，當中5,000,000港元已於同日提取。貸款利息乃按香港上
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所報香港最優惠利率計算。

24. 批准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獲董事會批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