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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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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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SPC PHARMACEUTICAL GROUP LIMITED
石藥集團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93）

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三個月
之季度業績

石藥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2022年3
月31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

財務摘要

（人民幣千元，除非另有指明）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2022年 2021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變動

按業務劃分之收入：
 成藥 6,302,393 5,479,845 +15.0%
 原料產品 1,146,605 913,147 +25.6%
 功能食品及其它 424,895 340,545 +24.8%
  

收入總額 7,873,893 6,733,537 +16.9%
  

股東應佔基本溢利（附註） 1,537,123 1,393,435 +10.3%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公平值（虧損）收益 (132,604) 78,093
  

股東應佔溢利 1,404,519 1,471,528 -4.6%
  

每股基本盈利（人民幣分） 11.79 12.29 -4.1%

附註： 股東應佔基本溢利（非HKFRS指標）指未計入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扣
除稅項）前之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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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業績

於2022年第一季度，本集團收入增加16.9%至人民幣78.74億元，股東應佔溢利減少4.6%至
人民幣14.05億元，每股基本盈利相應減少至人民幣11.79分。

撇除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非本集團經營產生的非現金項目），本集團的

股東應佔基本溢利為人民幣15.37億元，同比增加10.3%。

業務表現

成藥業務

於2022年第一季度，成藥業務錄得銷售收入人民幣63.02億元，同比增加15.0%。期內，恩必
普及抗腫瘤產品維持穩定增長，而近年新上市產品的貢獻持續上升。此外，新獲批創新藥多

恩達（鹽酸米托蒽醌脂質體注射液）於2月成功上市。以下為按主要治療領域的產品銷售情況：

 銷售額 變動

治療領域 （人民幣百萬元）

神經系統疾病產品 1,936 +7.8%
抗腫瘤產品 2,157 +15.4%
抗感染產品 900 +28.4%
心血管疾病產品 785 +9.3%
呼吸系統疾病產品 134 +26.0%
消化代謝疾病產品 165 +39.4%
其它 225 +31.4%

原料產品業務

於2022年第一季度，維生素C產品錄得銷售收入人民幣7.00億元，同比增加33.7%。受惠於
生產能力的提升，期內維生素C產品的生產量及銷售量均進一步增加，但產品價格則有所下
調。抗生素及其它產品的銷售收入亦增加14.7%至人民幣4.46億元，這主要是因為個別抗生
素產品銷售量提高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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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食品及其它業務

主要因為咖啡因產品銷售量及價格上升的拉動，本業務於本期的銷售收入同比增加24.8%至
人民幣4.25億元。

研發

於2022年初至今的主要進展：

• 於1月取得多恩達（鹽酸米托蒽醌脂質體注射液）的中國藥品註冊批件，用於治療復發或
難治的外周T細胞淋巴瘤（PTCL）。該產品為本集團自主研發的抗腫瘤納米藥物，亦是
全球首個上市的米托蒽醌納米藥物，目前還有多個適應症的臨床研究正在進行中；

• 於3月取得克必妥（度維利塞膠囊）的中國藥品註冊批件，用於治療以往至少經過兩次
系統性治療的復發或難治性濾泡性淋巴瘤成年人患者。該產品是全球首個獲批的口服

PI3K-δ和PI3K-γ雙重抑制劑，亦是中國首家獲批的PI3K選擇性抑制劑；

• 於1月遞交琥珀酸去甲文拉法辛緩釋片（適應症：成人抑鬱症）的中國上市申請，為該藥
品類型國內首家遞交；

• 於4月遞交伊立替康脂質體注射液（適應症：胰腺癌）的中國上市申請；

• 於4月取得新型冠狀病毒mRNA疫苗SYS6006的中國臨床試驗批件；

• 5個在研創新藥取得中國臨床試驗批件，分別為注射用SYHA1908、注射用柔紅霉素阿
糖胞苷脂質體、烏司奴單抗注射液、順鉑膠束注射液及SYHX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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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射用前列地爾脂質體取得新增適應症（造影劑誘導的急性腎損傷）的中國臨床試驗批

件；

• JMT601(CPO107)（一種具有協同靶向結合效應的雙特異性SIRPα融合蛋白）用於治療成
人復發或難治瀰漫大B細胞淋巴瘤獲得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授予快速通道資
格；

• 7個仿製藥品取得中國藥品註冊批件，分別為甲磺酸侖伐替尼膠囊、唑來膦酸注射液、
氫溴酸伏硫西汀片、硝苯地平控釋片、注射用艾司奧美拉唑鈉、鹽酸多奈哌劑片及多索

茶鹼注射液；及

• 提交PCT國際申請8件，申請專利45件（國內42件、國外3件），取得專利授權16件（國
內12件、國外4件）。

業務拓展

於2022年第一季度，本集團完成收購銘康生物股份工程有限公司（「銘康生物」）的51%股權。
銘康生物已上市產品銘復樂（注射用重組人TNK組織型纖溶酶原激活劑）為具有知識產權的
第三代特異性溶栓藥，用於發病6小時以內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溶栓的治療。一項針對腦梗
塞溶栓治療的 III期臨床試驗（TRACE II）已完成患者入組，具有巨大的潛在市場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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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三個月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7,873,893 6,733,537
銷售成本 (2,062,931) (1,549,407)
  

毛利 5,810,962 5,184,130
其它收入 83,546 50,333
其它收益或虧損 (139,087) 98,285
銷售及分銷費用 (2,823,884) (2,620,356)
行政費用 (260,296) (216,760)
研發費用 (901,517) (691,293)
其它費用 (9,254) (13,804)
應佔聯營公司之業績 (8,464) (13,739)
應佔合營企業之業績 14,774 10,082
財務費用 (2,858) (2,833)
  

除稅前溢利 1,763,922 1,784,045
所得稅開支 (329,631) (286,427)
  

本期溢利 1,434,291 1,497,618
  

應佔本期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1,404,519 1,471,528
 非控股權益 29,772 26,090
  

 1,434,291 1,497,618
  

 人民幣分 人民幣分

每股盈利
 — 基本 11.79 12.29
  

 — 攤薄 11.79 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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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它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三個月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溢利 1,434,291 1,497,618
  

其它全面收益

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按公平值計入其它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

 公平值變動（扣除所得稅） (288) 24,361

其後可能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於換算海外經營產生之匯兌差額 6,452 15,465
  

本期其它全面收益（扣除所得稅） 6,164 39,826
  

本期全面收益總額 1,440,455 1,537,444
  

應佔本期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410,683 1,511,354
 非控股權益 29,772 26,090
  

 1,440,455 1,537,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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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主要會計政策

編製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三個月之財務數據所採用之主要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所依循者一致。

2. 收入及分類資料

向執行董事（即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呈報作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類表現之資料着
重於所交付之貨品類別。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類之可報告分類如下：

(a) 成藥 — 研發、生產及銷售藥品及授權費收入；

(b) 原料產品 — 生產及銷售粉狀維生素C、抗生素及其它產品；及

(c) 功能食品及其它 — 製造及銷售功能食品產品（包括咖啡因添加劑及維生素補充劑）、提供
醫療服務及其它。

以下為本集團以經營及可報告分類劃分之收入及業績分析。

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三個月（未經審核）：

 原料產品
 

   抗生素 功能食品及 
 成藥 維生素C 及其它 其它 分類總計 對銷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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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類收入
對外銷售 6,302,393 700,272 446,333 424,895 7,873,893 — 7,873,893
類別間銷售 — 1,038 80,729 10,185 91,952 (91,952) —
       

收入總額 6,302,393 701,310 527,062 435,080 7,965,845 (91,952) 7,873,893
       

分類溢利 1,578,018 146,415 40,425 109,012 1,873,870  1,873,870
     

未分配收入       56,568
未分配開支       (169,968)
應佔聯營公司之業績       (8,464)
應佔合營企業之業績       14,774
財務費用       (2,858)
       

除稅前溢利       1,763,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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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1年3月31日止三個月（未經審核）：

 原料產品
 

   抗生素 功能食品及
 成藥 維生素C 及其它 其它 分類總計 對銷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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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類收入
對外銷售 5,479,845 523,859 389,288 340,545 6,733,537 — 6,733,537
類別間銷售 — 1,978 20,775 5,415 28,168 (28,168) —
       

收入總額 5,479,845 525,837 410,063 345,960 6,761,705 (28,168) 6,733,537
       

分類溢利 1,380,971 204,870 26,453 75,909 1,688,203  1,688,203
     

未分配收入       137,385
未分配開支       (35,053)
應佔聯營公司之業績       (13,739)
應佔合營企業之業績       10,082
財務費用       (2,833)
       

除稅前溢利       1,784,045
       

分類溢利指各分類所賺取之溢利，惟並無分配利息收入、結構性銀行存款之公平值變動、按公
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財務費用、中央行政費用以及應佔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
之業績。此乃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匯報之計量基準。

類別間銷售乃按現行市場價格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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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期溢利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溢利已扣除（計入）：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97,324 174,703
使用權資產折舊 32,904 34,481
投資物業折舊 430 430
其它無形資產攤銷 8,336 3,773
  

折舊及攤銷總額 238,994 213,387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
 （計入其它收益或虧損） 138,640 (81,260)
結構性銀行存款之公平值變動
 （計入其它收益或虧損） (19,183) (15,011)
政府資助金收入（計入其它收入） (13,182) (7,879)
利息收入（計入其它收入） (41,507) (22,660)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計入其它收益或虧損） 16,413 (3,998)
  

附註： 截至2022年及2021年3月31日止三個月，確認為費用之存貨成本與簡明綜合損益表所
示之銷售成本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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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盈利 1,404,519 1,471,528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2022年 2021年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11,917,035 11,973,770

具攤薄效應之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股份獎勵計劃項下未歸屬之股份 443 1,273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11,917,478 11,975,043
  

於截至2022年及2021年3月31日止三個月，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已根據
股份獎勵計劃就受託人所持股份之影響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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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審閱

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三個月之財務數據乃根據本集團之內部記錄及管理賬目而編製，並未
經本公司外聘核數師審閱或審核。

 承董事會命

 石藥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蔡東晨

香港，2022年5月25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蔡東晨先生、張翠龍先生、王振國先生、潘衛東先生、
王懷玉先生、李春雷博士、王慶喜博士、翟健文先生及姜昊博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王波先
生、CHEN Chuan 先生、王宏廣教授、歐振國先生及羅卓堅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