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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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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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United Laboratories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聯邦制藥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3933)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上升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4,719,054  4,304,591  9.6% 

      

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溢利 1,056,821  755,797  39.8% 

      

除稅前溢利 722,204  325,896  121.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溢利 623,076  202,836  207.2% 

      

每股盈利 人民幣分  人民幣分   

- 基本 33.86  11.97  182.9% 

- 攤薄 33.86  11.97  1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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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制藥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二零年同期之比較數字載列

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3  4,719,054  4,304,591 

銷售成本   (2,623,182)  (2,506,586) 
      

毛利   2,095,872  1,798,005 

其他收入 4  66,407  105,704 

其他收益及虧損淨額 5  (8,508)  (7,203) 

銷售及分銷開支   (753,350)  (711,254) 

行政開支   (336,500)  (327,382) 

研究及開發費用   (203,165)  (162,759) 

其他開支   (613)  (16,523) 

預期信貸虧損模型之減值虧損、扣除沖銷撥回   (105,578)  (1,988) 

可換股債券嵌入式衍生工具部分之公平值變動虧損   -  (223,657) 

財務成本 6  (32,361)  (127,047) 
      

除稅前溢利   722,204  325,896 

稅項支出 7  (97,586)  (123,060) 
      

本期溢利 8  624,618  202,836 

      

其他全面收益      

將會期後可被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474  1,137 
      

本期全面收益總額   625,092  203,973 

      

以下人士應佔本期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623,076  202,836 

非控股權益   1,542  - 
      

   624,618  202,836 

      

以下人士應佔本期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623,550  203,973 

非控股權益   1,542  - 
      

   625,092  203,973 

      

每股盈利 9  人民幣分  人民幣分 
      

 - 基本   33.86  11.97 

 - 攤薄   33.86  1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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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於二零二零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  5,918,533  6,147,029 

使用權資產    221,586  225,908 

商譽    3,031  3,031 

無形資產    129,864  131,280 

購買土地使用權訂金    7,262  7,262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訂金    53,322  15,775 

其他已抵押按金    6,000  24,000 

應收對價  12  -  105,679 

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值之金融資產    -  500 

遞延稅項資產    102,024  78,253 

    6,441,622  6,738,717 

       

流動資產       

存貨    1,653,156  1,428,502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其他應收款、 

訂金及預付款    12  3,518,094  3,359,499 

已抵押銀行存款    595,311  440,194 

其他已抵押按金    18,000  - 

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值之金融資產    97,590  - 

銀行結餘及現金    3,526,158  2,996,802 

    9,408,309  8,224,997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其他應付款 

及應計費用  13  3,949,162  3,692,715 

應付股息    147,231  - 

合約負債    71,386  78,125 

租賃負債    797  1,686 

應付稅項    129,022  180,196 

衍生金融工具    6,474  - 

借貸 – 於一年內到期    1,340,855  907,142 

    5,644,927  4,859,864 

       

流動資產淨值    3,763,382  3,365,13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0,205,004  10,103,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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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於二零二零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42,403  119,582 

政府補貼遞延收入  13  60,667  65,351 

衍生金融工具    5,057  4,573 

借貸 – 於一年後到期    907,181  1,302,509 

    1,115,308  1,492,015 

       

    9,089,696  8,611,835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7,183  17,183 

儲備    9,073,042  8,596,72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9,090,225  8,613,906 

非控股應佔權益    (529)  (2,071) 

       

權益總額    9,089,696  8,61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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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1. 呈報基準 

 

此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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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6 所適用之披露規定

而編撰。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以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以公平值計量之及若干金融工具除外。 

 

除應用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導致之新增會計政策外，截至二零二

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用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本集團編製截至二零

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遵循者相同。 

 

應用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採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

度期間強制生效之下列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經修訂本，以編製本集團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修訂本  二零一九年新型冠狀病毒相關租金寬減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  利率基準改革 - 第二階段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4 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修訂本  

 

除下文所述外，於本中期間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經修訂本對本集團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之財

務狀況及表現及╱或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2.1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4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利率基準改革–第二階段」的影響及會
計政策 

 

 金融工具 

 

因利率基準改革導致釐定合約現金流量之基準變動 

 

就因利率基準改革導致應用攤銷成本計量釐定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的合約現金流量之基準

變動，本集團應用實際可行權宜方法，以更新實際利率將該等變動入賬，而該等實際利率

的變動一般對相關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的賬面值並無重大影響。 

 

僅在同時符合以下情況時，利率基準改革方要求釐定合約現金流量之基準變動： 

 

• 因利率基準改革的直接後果而導致必須作變動；及 

• 釐定合約現金流量的新基準在經濟上等同於過往基準（即緊隨變動前的基準）。 

 

本集團擬就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銀行借貸因利率基準改革而導致的合約現金流量變動應用實

際可行權宜方法。由於上述合約概無於本中期期間過渡至相關替代利率，故此有關修訂本

對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影響。應用有關修訂本的影響（如有），包括作出額外披露，將於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中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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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現有三個業務收入來源，包括(i)中間體銷售（「中間體」）；(ii)原料藥銷售（「原料藥」）；

及(iii)抗生素制劑產品、非抗生素制劑產品和膠囊外殼銷售（統稱「制劑產品」）。該三項收入

來源乃本集團之經營及可報告分部。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中間體  原料藥  制劑產品  分部總額  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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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對外銷售 821,965  1,968,210  1,928,879  4,719,054  -  4,719,054 

分部間銷售 812,616  314,179  -  1,126,795  (1,126,795)  - 

分部收入 1,634,581  2,282,389  1,928,879  5,845,849  (1,126,795)  4,719,054 

            

業績            

分部溢利 217,804  140,650  480,934      839,388 

            

未分類其他收入           61,311 

未分類企業支出           (32,048) 

未分類其他淨收益 

及虧損           
 

(114,086) 

財務成本           (32,361) 

            

除稅前溢利           722,204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中間體  原料藥  制劑產品  分部總額  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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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對外銷售 691,598  1,862,228  1,750,765  4,304,591  -  4,304,591 

分部間銷售 623,487  246,883  -  870,370  (870,370)  - 

分部收入 1,315,085  2,109,111  1,750,765  5,174,961  (870,370)  4,304,591 

            

業績            

分部溢利 92,334  166,052  417,448      675,834 

            

未分類其他收入           99,314 

未分類企業支出           (52,240) 

未分類其他淨收益 

及虧損           
 

(46,308) 

可換股債券嵌入式 

衍生工具部分之 

公平值變動虧損           (223,657) 

財務成本           (127,047) 

            

除稅前溢利           325,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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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利息收入 16,713  20,231 

應收對價的估算利息收入 16,901  37,046 

廢料銷售 4,129  3,765 

補貼收入 (附註) 25,252  35,598 

雜項收入 3,412  9,064 

    

 66,407  105,704 

 

附註： 補貼收入包括來自中國政府部門的補助，專門用於(i)工廠及機器的資本開支（於相關資

產的使用年限內確認為收入）; (ii)研發活動的獎勵及其他補貼（於滿足附加條件時予以確

認）; (iii)沒有特定條件的獎勵。 

 

5. 其他收益及虧損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外匯兌換收益（虧損）淨額 9,741  (40,672) 

衍生金融工具虧損淨額 (附註) (1,074)  (3,59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收益淨額 (17,057)  37,655 

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值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收益 470  - 

出售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值之金融資產之收益 50  - 

其他 (638)  (596) 

    

 (8,508)  (7,203) 

 

附註： 於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與銀行及金融機構訂立一項外幣

調期合約及多項外幣遠期合約，以減低其面對的外匯風險。這些衍生工具未在套期會計

入賬。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三份未償還衍生金融工具（二零二零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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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財務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借貸利息 33,492  85,050 

可換股債券利息 -  43,285 

租賃負債利息 41  45 

 33,533  128,380 

減: 被資本化為物業、廠房及設備之金額 (1,172)  (1,333) 

    

 32,361  127,047 

 

本期內已撥充資本之借貸成本乃自一般性借貸組合產生，按用於合資格資產開支之 2.29%（二零

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81%）年率的平均資本化率計算。 

 

7. 稅項支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95,435  94,339 

利息收入之中國預扣稅 3,101  5,484 

    
 98,536  99,823 

遞延稅項(收入)支出 (950)  23,237 

    
 97,586  123,060 

 

香港利得稅乃按本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之 16.5%計算。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香港立法會通過二零一七年稅務（修訂）（第 7 號）條例草案（「條

例草案」），其引入兩級制利得稅率制度。條例草案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簽署成為法律並

於翌日刊登憲報。根據兩級制利得稅率制度，合資格實體的首 2 百萬港元溢利將按 8.25%的稅率

徵稅，而超過 2 百萬港元的溢利將按 16.5%的稅率徵稅。同一團體的“關聯”實體只可提名一個實

體可已選擇較低稅率。兩級制利得稅率制度适用于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

度報告期間。由於其於香港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於兩個期間並無應課稅溢利，故並無確認香港利

得稅。 

 

中國企業所得稅按本集團經營所在地的適用稅率並根據現行法規、詮釋及慣例計算。 

 

根據分別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及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六日頒佈之中國企業所得稅法及其詳盡

實施細則，由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內資及外資企業的稅率統一為 25%。此外，自二零零八年

一月一日起，倘附屬公司被確認為高新技術企業（根據新中國企業所得稅法），該等附屬公司均

享有 15%的稅率寬減，而有關須資格每三年續新一次。於兩個期間，若干中國的集團實體享有

15%的稅率寬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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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稅項支出（續） 

 

根據財政部及國家稅務總局聯合發出之財稅字 2008 第 1 號文件，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中

國實體從其所產生的溢利中向非中國稅務居民分配股息，須根據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

法第 3 及 27 章以及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細則第 91 章之規定繳納中國企業所得

稅。本集團適用的預扣稅率為 5%。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

就有關溢利之暫時差額全數計提遞延稅項撥備。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香港利得稅及中國企業所得稅的稅項支出乃按計及動

用分別約人民幣 175,502,000 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4,026,000 元）及

人民幣 11,890,000 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之未使用的稅務虧損後而計算。

已就稅項虧損人民幣 109,923,000 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確認遞延稅項資產人民

幣 16,488,000 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由於未來溢利來源的不可預測性，故並無

就餘下稅項虧損人民幣 505,682,000 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802,997,000 元）確

認遞延稅項資產。所有未確認的稅項虧損可無限期結轉。 

 

8. 本期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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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舊    

使用權資產折舊 4,322  3,972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91,592  292,707 

    

無形資產攤銷(計入銷售成本) 6,342  6,175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 薪金及其他福利成本 559,548  546,944 

 -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61,054  43,509 

 620,602  590,453 

    

存貨撇減撥回淨額(計入銷售成本) (3,252)  (5,747) 

計入開支存貨成本 2,623,182  2,506,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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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而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藉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溢利 623,076  202,836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股  千股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份數目    

藉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數目加權平均數 1,840,391  1,694,391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的每股攤薄盈利的計算並未假設本公司未償還可換股債券的

轉換，因為其行使將導致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每股盈利增加。 

 

由於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所有未發行可換股債券已轉換為普通股，

因此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並無已發行潛在普通股。 

 

10. 股息 

 

於本中期期間，本公司已宣派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 8

分(二零二零年：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 7 分)支付予本公

司擁有人。於本中期期間宣派的二零二零年末期股息總額為人民幣 147,231,000 元（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 128,140,000 元）。該二零二零年末期股息已於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五日支付。 

 

於報告期末後，董事會宣派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人民幣

4 分（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總額為人民幣 73,716,000 元（二零二零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無）。 

 

11.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變動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產生約人民幣 82,109,000 元（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255,185,000 元）支出於物業、廠房及設備，用於擴充及提升主要位於中國

珠海及內蒙古的若干生產廠房及辦公大樓。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出售若干工廠及機器，總賬面值為人民幣 20,187,000 元（二零二零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7,093,000 元），現金收益為人民幣 3,130,000 元（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44,748,000 元），導致出售虧損人民幣 17,057,000 元（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出售收益人民幣 37,65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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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其他應收款、按金及預付款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易賬款 1,465,741  1,420,450 

應收票據 1,674,293  1,343,365 

應收對價 325,289  308,388 

應收商業票據 -  244,110 

應收增值稅款 85,332  93,924 

其他應收款、按金及預付款 148,308  160,437 

減：信貸虧損撥備 (180,869)  (105,496) 

    

 3,518,094  3,465,178 

減：於流動資產下列示一年內到期之金額 (3,518,094)  (3,359,499) 

    

於非流動資產下列示之金額 -  105,679 

 

本集團通常給予貿易客戶平均 60 日之信用期(二零二零年：平均 60 日)，亦可根據與本集團貿易

額及付款情況對若干經挑選客戶延長。應收票據之一般到期期間為 90 日至 180 日(二零二零年：

90 日至 180 日)。 

 

於報告期末，按收貨日期（與收入確認日期相同）呈列之應收貿易賬款（扣除信貸虧損撥備）賬

齡分析，以及按票據發出日期呈列之應收票據（扣除信貸虧損撥備）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易賬款    

  0 至 30 日  728,456  806,012 

  31 至 60 日 376,318  411,407 

  61 至 90 日 217,870  149,574 

  91 至 120 日 44,935  21,955 

  121 至 180 日 66,697  11,805 

  超過 180 日 10,597  - 

    

 1,444,873  1,400,753 

    

應收票據    

  0 至 30 日  321,902  358,164 

  31 至 60 日 228,872  287,311 

  61 至 90 日 330,497  204,825 

  91 至 120 日 89,619  149,526 

  121 至 180 日 693,685  325,678 

  超過 180 日 9,718  17,861 

    

 1,674,293  1,343,365 

 

 



- 12 - 
 

13.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本集團之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一般獲供應商分別給予 120 日至 180 日之信貸期。於報告期末，

按發票日期或票據發出日期呈列，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貿易賬款    

  0 至 90 日 936,729  899,089 

  91 至 180 日 137,837  125,460 

  超過 180 日 26,808  21,865 

 1,101,374  1,046,414 

應付票據    

  0 至 90 日 867,862  583,980 

  91 至 180 日 629,546  507,538 

  超過 180 日 -  139,563 

 1,497,408  1,231,081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503,404  387,272 

其他應付稅款 88,634  109,176 

應付牌照費 33,674  32,100 

應計運費 38,172  44,803 

應計薪金、員工福利及未申領年假 144,728  144,000 

應計水、電費及蒸汽費用 314,091  241,974 

政府資助的遞延收入 119,163  122,607 

應付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款項 169,181  398,639 

    

 4,009,829  3,758,066 

減：於流動負債下列示一年內到期之金額 (3,949,162)  (3,692,715) 

    

於非流動負債下列示之金額 60,667  65,351 

 

包括於上述應付貿易賬款、其他應付款及應付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款項分別為人民幣

42,468,000 元、人民幣 101,232,000 元及人民幣 159,993,000 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

民幣 57,673,000 元、人民幣 107,539,000 元及人民幣 175,846,000 元），分別已經由背書票據方式

支付，其到期日於報告期末尚未逾期。 

 

14. 資本承擔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因已訂約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而產生但未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撥備之

資本開支承擔為人民幣 338,336,000 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354,72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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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抵押資產 

 

於報告期末，除付與融資機構賬面值分別為為人民幣 637,258,000 元及人民幣 24,000,000 元(二零

二零年：人民幣 732,029,000 元及人民幣 24,000,000)之物業、廠房及設備及按金外，本集團亦已

將下列資產抵押予銀行，作為本集團取得銀行信貸之擔保：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物業、廠房及設備 432,377  446,089 

使用權資產 175,659  178,270 

應收票據 23,405  26,493 

已抵押銀行存款 595,311  440,194 

 

16. 關連人士交易 

 

本公司之主要管理人員均為董事（包括主要行政人員）。於本期內，本公司董事之酬金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袍金 311  328 

薪金及其他福利 8,259  8,689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40  16 

    

 8,610  9,033 

 

17. 報告期後事項 

 

於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七日，本集團與獨立第三方浙江普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就以現金方式出資

成立註冊資金為人民幣 300,000,000 元的實體訂立合作框架協議。本集團持有該實體 49%股權。 

 

該實體的成立旨在通過發揮雙方技術、市場及其他資源優勢，加強相關獸藥產品市場主導地位，

共同推進獸藥領域業務協同發展。 

 

由於該實體尚在成立過程中，故本公司董事認為該實體的成立並無重大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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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隨著新冠肺炎疫苗接種範圍不斷擴大，環球經濟開始逐漸復甦，預計將於下半年

出現比較明顯的改善。期內，本集團各項生產及營運工作平穩推進，繼續為全球範圍內抗擊疫情、維

護藥品供應鏈穩定貢獻積極力量。 

 

上半年，國家繼續推進醫藥服務供給側改革，第五批國家組織藥品集中帶量採購中選結果於二零二一

年六月公佈。前五批藥品集中帶量採購的品種累計達到 218 種，佔公立醫療機構全部化學藥品採購金

額的比例超過 30%。此外，《2021 年國家醫保藥品目錄調整工作方案》的公佈標誌新一輪國家醫保藥

品目錄調整工作正式啟動。整體而言，醫藥服務供給側改革不斷深化，行業集中度有望進一步提升，

利好行業龍頭企業。 

  

回顧期內，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人民幣 4,719,100,000 元，較去年同期上升約 9.6%。未計利息、稅項、

折舊及攤銷前盈利約為人民幣 1,056,800,000 元，同比上升 39.8%。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人民幣

623,100,000 元，同比上升 207.2%。不計算如可換股債券公平值變動等非經常性項目影響，本公司經

調整核心業務的經營溢利為人民幣 624,600,000 元，同比上升 46.5%。每股盈利為人民幣 33.86 分。 

 

董事宣派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每股人民幣 4 分。 

 

期內，中間體、原料藥及製劑產品的分部營業額分別約為人民幣 822,000,000 元、人民幣 1,968,200,000

元及人民幣 1,928,900,000 元，較去年同期分別上升 18.9%、5.7%及 10.2%。期內，中間體、原料藥及

製劑產品的分部溢利分別約為人民幣 217,800,000 元、人民幣 140,700,000 元及人民幣 480,900,000 元，

較去年同期分別上升 135.9%、下降 15.3%及上升 15.2%。 

 

製劑產品業務 

 

期內，本集團製劑產品錄得銷售收入約人民幣 1,928,900,000 元，同比增長 10.2%。糖尿病產品繼續保

持穩健增長，胰島素系列錄得銷售收入共計人民幣 664,600,000 元，同比增長 18.0%。其中，重組人

胰島素注射液及甘精胰島素注射液於期內分別錄得銷售收入人民幣 419,700,000 元及 244,900,000 元，

銷售數量同比分別增長 6.9%及 44.2%。 

 

其他製劑產品方面，抗生素產品於期內錄得銷售收入人民幣 1,129,900,000 元，同比增長 22.7%。其中，

注射用呱拉西林鈉他唑巴坦鈉錄得銷售收入 293,800,000 元，同比增長 11.8%。阿莫西林膠囊錄得銷售

收入 224,600,000 元，同比下降 2.0%。 

 

中間體及原料藥業務 

 

期內，本集團中間體及原料藥分部分別錄得對外銷售收入約人民幣 822,000,000 元及人民幣

1,968,200,000 元，同比分別增長 18.9%及 5.7%。其中，6-APA 銷售價格繼續高位企穩。出口銷售錄得

銷售收入人民幣 1,196,5600,000 元，同比下降 13.2%。本集團於中間體及原料藥的國內與出口市場中

繼續佔據行業領先地位。此外，於二零二一年七月，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聯邦制藥（內蒙古）有限公

司與浙江普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共同簽署了關於獸用藥合作框架協議。雙方將充分發揮各自優勢，開

展獸藥領域戰略合作，爭取在獸藥領域建立技術、生產與市場全方位的競爭力。 

 

  



- 15 - 
 

研發進展 

 

期內，本集團投放於研發費用為人民幣 203,200,000 元，各項藥品研發項目進展順利。現時開發中的

新產品達 24 種，其中 1 類新藥項目 11 項。生物研發方面，本集團重點佈局糖尿病藥物管線，項目覆

蓋門冬胰島素注射液、德谷胰島素注射液、利拉魯肽注射液、德古門冬雙胰島素混合注射液、德谷胰

島素注射液利拉魯肽注射液等多個品種。其中，門冬胰島素注射液及門冬胰島素 30 注射液於二零二

一年七月十二日正式通過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藥品註冊審批，首批門冬胰島素產品已於二零二一年七

月二十一日實現順利發貨，本集團將繼續保證門冬胰島素產品高效投放市場，惠及國內廣大糖尿病患

者；此外，門冬胰島素 50 注射液於期內獲批臨床試驗，索瑪魯肽注射液陸續於期內亦已申請臨床試

驗。基於日趨完善的藥物研發平臺，本集團將繼續拓展於內分泌、自身免疫疾病、眼科等領域的相關

產品佈局。 

 

期內，本集團於仿製藥質量和療效一致性評價（「一致性評價」）方面取得積極進展。二零二一年一月，

本集團申報的口服降糖藥格列吡嗪片（規格：5mg）以及用於治療慢性乙肝及成人 HIV-1 感染的富馬

酸替諾福韋二吡呋酯片（規格：300mg）獲得藥品註冊證書且視同通過一致性評價。繼本集團附屬公

司珠海聯邦制藥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的阿莫西林膠囊（規格：0.25g）於二零一八年成為國內首個

通過一致性評價的阿莫西林膠囊品種後，聯邦製药廠有限公司申報的阿莫西林膠囊（規格：0.25g）亦

於二零二一年四月通過一致性評價。此外，治療阿爾茨海默型癡呆的鹽酸美金剛片（規格：10mg）於

二零二一年五月通過一致性評價。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六個產品已通過一致性評

價，市場競爭力得到進一步提升。未來，本集團將持續推進新藥研發及一致性評價工作，為患者提供

更多安全優質的用藥選擇。 

 

優化財務架構 

 

財務方面，本集團通過調節境內外借貸組合以降低財務費用，並持續優化財務結構以改善流動性。期

內，本集團財務成本約為人民幣 32,400,000 元，同比大幅下降 74.5%。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

集團的淨現金及銀行結存約為人民幣 3,526,200,000 元，財務狀況保持穩健。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已抵押銀行存款、銀行結餘及現金約人民幣 4,121,500,000 元（二

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3,437,000,000 元）。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計息借貸約人民幣2,248,000,000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2,209,700,000元）。全部借貸以歐元、港元及人民幣結算並於五年內到期。計息借貸其中約人

民幣299,900,000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81,500,000元）為定息貸款，餘額約人民幣

1,948,100,000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128,200,000元）則為浮息貸款。董事預期所

有借貸將由內部資源償還或於到期時續借而為本集團持續提供營運資金。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流動資產約人民幣 9,408,300,000 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人民幣 8,225,000,000 元）。流動資產淨值由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約人民幣 3,365,100,000

元增加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的約人民幣 3,763,400,000 元。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之流動

比率約為 1.67，而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比較數為 1.69。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總資產約人民幣 15,849,900,000 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 14,963,700,000 元)及總負債約人民幣 6,760,200,000 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6,351,900,000 元)。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由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約人民幣 8,613,900,000 元增

加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的約人民幣 9,090,200,000 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扣除借貸及應

付票據後，本集團的淨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人民幣 400,000,000 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

民幣 20,300,000 元）。 

 

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沒有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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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兌換風險 
 
本集團之採購及銷售主要以人民幣、港元及美元結算。經營開支則主要以人民幣及港元計算。本集團

已設立庫務政策以監察及管理所面對的貨幣兌換率變動風險。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大陸僱用約 13,000 名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3,000 名) 員工。員工之薪酬乃按基本薪金、花紅、其他實物利益及彼等之個人表現釐定。 

 

展望 

 

二零二一年一月，國務院辦公廳發佈《國務院辦公廳關於推動藥品集中帶量採購工作常態化制度化開

展的意見》，明確表示藥品集中帶量採購是協同推進醫藥服務供給側改革的重要舉措。預計未來集中

帶量採購藥品範圍將進一步擴大。短期內，行業面臨一定的產品價格調整壓力，但具備綜合競爭力與

多樣化產品體系的企業仍能逐步適應政策要求。長期而言，行業集中度將進一步提升，有利於醫藥行

業的長遠健康發展。本集團也將密切關注國家醫藥政策走勢，聚焦資源，優化企業發展戰略，在變革

中尋求機遇與發展。 

 

在行業加速整合的趨勢下，擁有核心戰略品種、潛力的在研管線及高素質的人才團隊將助力企業在市

場競爭中脫穎而出。未來，本集團將繼續聚焦及重點佈局糖尿病領域，積極拓展市場覆蓋，加強品牌

推廣與專業服務，不斷提升綜合競爭力，提升本集團於內分泌及其他專科領域的市場地位。 

 

在醫藥政策不斷變革的背景下，創新是企業可持續發展的生命力來源。本集團將繼續加強針對新藥研

發的資源投放，拓展治療領域、開發具備市場潛力的創新產品，以滿足中國市場的醫療需求。此外，

鞏固及拓展科研團隊，提升科研綜合實力，積極迎接以研發創新所帶動的企業轉型。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

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本公司致力為了股東利益而確保高標準的企業管治。 

 

本公司已採納及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企業管治守則」）

之原則及適用守則條文，惟下文所概述的若干偏離除外。 

 

- 守則條文A.2.1條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A.2.1條，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位須分開，並不可由同一人擔任。於二零

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並無行政總裁。本公司將於適當時間作出委任以填補職位之

空缺。 

 

- 守則條文A.6.7條 

 

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A.6.7條列明，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應出席股東大會。由於有其

他重要事務在身，獨立非執行董事宋敏教授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舉行的股東週

年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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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之行為準則。經本公

司作出特定查詢後，所有董事均確認彼等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已完全遵守標準守則

所定之標準。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張品文先生、宋敏教授及傅小楠女士組成。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告。審核委員會乃依賴本集團外聘核數師

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 2410 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資料的審

閱」所作出之審閱結果及管理層的陳述。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為確定收取中期股息之資格，本公司將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日(星期一)及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一日

(星期二)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確保符合資格收取中期股息(記錄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

一日)，所有填妥之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二一年九月十七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

本公司之股票登記過戶處香港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辦理過戶登記手續，地址為香港灣仔皇

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17M 樓。 

 

致謝 

 
藉此機會，謹代表董事會全體董事感謝各位股東、客戶及合作夥伴在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的充分信賴和

鼎力支持，以及全體員工堅持不懈的的努力和貢獻。希望與各位繼續攜手開創更美好的未來。 

 

 

代表董事會 

主席 
蔡海山 

 

香港，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蔡海山先生、梁永康先生、蔡紹哲女士、方煜平先生、 

鄒鮮紅女士及朱蘇燕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張品文先生、宋敏教授及傅小楠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