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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069）

中期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的特色

創業板乃為帶有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尤其在創業板上市的公司無
須有過往溢利記錄，亦毋須預測未來溢利。此外，在創業板上市的公司可因其新興性
質及該等公司經營業務的行業或國家而帶有風險。有意投資的人士應瞭解投資於該等
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的較高風險及
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老練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的性質所然，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之證
券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市
場。

創業板所發佈的資料的主要方法為在聯交所為創業板而設的互聯網網頁刊登。上市公
司毋須在憲報指定報章刊登付款公佈披露資料。因此，有意投資的人士應注意彼等能
閱覽創業板網頁，以便取得創業板上市發行人的最新資料。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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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全部或任何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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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佈（北京同仁堂科技發展股份有限公司各董事願共同及個別對此負全責） 乃遵照聯
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的規定而提供有關北京同仁堂科技發展股份有限公司的資
料。各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本公佈所載資料在各
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成份；(�)並無遺漏任何事實致使本公佈所載任何
內容產生誤導；及(�)本公佈內表達的一切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方作出，並以公平
合理的基準和假設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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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銷售收入為人民幣��,�0�.�萬元，較二
零零七年同期增長�.��%。

•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為人民幣�,���.0
萬元，較二零零七年同期下降��.��%。

•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的每股盈利為人民
幣0.���元。

半年度業績（未經審核）

北京同仁堂科技發展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
其子公司（以下合稱「本集團」）及合營企業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
審核之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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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損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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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 673,091		 ���,0��  353,533	 ���,��0
成本  (379,334	)	 (���,��� ) (196,840	) (�0�,��� )        

毛利  293,757		 ���,���  156,693	 ���,���
其他收入 � 2,041		 �,���  861	 ���
銷售費用  (99,661	)	 (��,��� )	 (57,544	) (��,��� )
管理費用  (63,647	)	 (��,��� ) (37,008	) (��,��� )        

營業利潤  132,490		 ���,���  63,002	 �0,���
財務費用 � (5,116	)	 (�,��� ) (1,810	) (�,��� )        

稅前利潤 � 127,374		 ���,���  61,192	 ��,���
所得稅 � (31,606	)	 (��,0�� ) (13,946	) (��,��0 )        

淨利潤  95,768		 ���,���  47,246	 ��,���        

可供股東分配利潤：
本公司股東  95,280		 ���,���  44,692	 ��,���
少數股東  488		 (�,��� ) 2,554	 (�,��� )        

  95,768		 ���,���  47,246	 ��,���        

期內本公司股東應
 佔利潤的每股盈利 � 人民幣0.486元		 人民幣0.���元  人民幣0.228元  人民幣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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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房屋及建築物、廠房及設備 9	 477,527		 �0�,���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50,290		 ��,���
遞延所得稅資產 	 1,392		 �,���
其他長期資產 	 2,080		 �,���    

 	 531,289		 ���,�0�    

流動資產
存貨 	 628,938		 ���,���
應收賬款及票據，淨值 10	 292,917		 ���,���
預付款及其他流動資產 	 14,971		 ��,���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24,574		 ��,00�
短期銀行存款 	 –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31,718		 ���,�00    

 	 1,293,118		 �,��0,���    

資產合計 	 1,824,407		 �,���,���    

權益
本公司股東應佔股本及儲備
股本 ��  196,000		 ���,000
儲備 ��  1,112,391		 �,�0�,0��    

  1,308,391		 �,���,0��    

少數股東權益  117,980		 ���,���    

權益合計  1,426,3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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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2,501		 �,�0�
遞延收入－政府補助  12,250		 ��,��0    

  14,751		 ��,���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  156,772		 �0�,���
應付員工工資及福利費  12,660		 �,���
預收賬款  19,691		 ��,���
當期所得稅負債  11,095		 ��0
預提費用及其他流動負債  78,922		 ��,��0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9,567		 ��,���
短期銀行借款  15,000		 ��,000
應付股息  79,578		 –    

  383,285		 ���,00�    

負債合計  398,036		 ���,���    

權益及負債總計  1,824,4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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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現金流量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經營活動所得之現金 91,480		 �0,���
支付的利息 (475	)	 (�,��� )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91,005		 ��,��0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購買房屋及建築物、廠房及設備 (8,196	)	 (�,��� )
處置房屋及建築物、廠房及
 設備所收到的現金 522		 –
短期銀行存款減少 84,296		 �0,�0�
收到的利息 2,041		 �,���    

投資活動產生(使用)的現金流量淨額 78,663		 �,���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收到的現金 250		 ���,���
收到的政府補助 –		 �,��0
償還短期貸款所支付的現金 –		 (��,000 )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250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增加額 169,918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期初餘額 161,800		 �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期末餘額 331,71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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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權益變動表

  少數
	 本公司股東應佔的權益	 股東權益  合計    

 股本		 儲備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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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餘額 ���,�00  ���,���  ���,���  ��,���  �,0��,���

截至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淨利潤 –  ���,���  ���,���  (�,��� ) ���,���
支付股利 –  (��,��0 ) (��,��0 ) (��� ) (��,�0� )
外幣會計報表折算差額 –  (�,0�� ) (�,0�� ) –  (�,0�� )
發行��,�00,000股新H股 ��,�00  ���,���  ���,���  –  ���,���         

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餘額（未經審核） ���,000  �,0��,0��  �,���,0��  �0,���  �,���,���

         

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餘額 ���,000  �,�0�,0��  �,���,0��  ���,���  �,���,���

截至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淨利潤 –  ��,��0  ��,��0  ���  ��,���
支付股利 –  (��,�00 ) (��,�00 ) (��� ) (��,��� )
外幣會計報表折算差額 –  (�,��� ) (�,��� ) (�,��0 ) (�0,0�� )         

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餘額（未經審核） ���,000  �,���,���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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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零零年三月二十二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註冊成立為股份有限公
司，其後配售H股於二零零零年十月三十一日於創業板上市。其最終控股公司為在中國
北京成立的中國北京同仁堂（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同仁堂集團」）。

2.	 主要會計政策

本集團在編制本簡明合併財務報表乃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號「中期財務申報」。

本集團在編制本簡明合併財務報表時採用與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公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
則相符之主要會計政策，並與編制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
報表所用者一致。

3.	 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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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藥品銷售：
於中國 647,706		 ���,���  337,090		 ���,0��
於海外 22,416		 ��,���  13,474		 ��,���

分銷服務代理費 2,969		 –  2,969		 –       

 673,091		 ���,0��  353,533		 ���,��0       

4.	 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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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利息收入 2,041  �,���  8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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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財務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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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利息費用 475  �,���  251	 �,0��
匯兌損失╱(收益) 4,641	 �,��0  1,559	 �,���       

 5,116	 �,���  1,810	 �,���       

6.	 稅前利潤

稅前利潤已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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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房屋及建築物、廠房及
 設備折舊 ��,0��  �0,�0�  ��,��0  �0,���       

7.	 所得稅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新
所得稅法”），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執行。新所得稅法的第四條規定企業所得稅的稅
率為��%。

在新稅法下，經過相關政府部門和稅務機關認定的高新技術企業能夠享有稅收優惠。原
在舊稅法體系下被認定為高新技術企業的需要根據新稅法體系下的標準進行重新認定。
對於被相關政府部門和稅務機關認定為高新技術企業的，新稅法允許其按照較低稅率
��%進行納稅，其他企業需要按照��%的標準稅率進行納稅。

於二零零六年七月，本公司獲得北京市科學技術委員會頒發的高新技術企業復核證書。
根據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日國家稅務總局制訂的國稅發�00���號通知，二零零八年一月
一日前被認定為高新技術企業的，在按照新所得稅法有關規定重新認定之前，暫按��%
稅率預繳企業所得稅。故本公司暫按��%稅率預繳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所得稅。二零零七年同期本公司適用稅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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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本公司正在進行準備，按照國家有關標準和規定申請高新技術企業的重新認定，獲
得政府有關部門的重新認定後，仍按��%稅率繳納所得稅。

海外企業盈利之稅款按照當期估計可評稅盈利依照其經營業務所在國家之現行稅率計
算。

8.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的計算是按照以下數字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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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 95,280	 ���,���  44,692	 ��,���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已發行普通股份
 加權平均數目 196,000,000  ���,���,���  196,000,000  ���,���,���       

每股基本盈利 人民幣0.486元  人民幣0.���元  人民幣0.228元  人民幣0.���元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並無潛在之攤薄股份（二零零七年同期：
無）。

9.	 添置房屋及建築物、廠房及設備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動用約人民幣�,���,000元（截至二零零七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人民幣��,���,000元）添置房屋及建築物、廠房及設備。

10.	 應收賬款及票據，淨值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賬款及票據 315,232		 �00,0��
減： 應收賬款減值準備 (22,315	)	 (��,��� )   

應收賬款及票據，淨值 292,917		 ���,���   

應收賬款及票據的帳面值接近其公允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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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賬款及票據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四個月內 269,114		 ���,���
四個月至一年 34,935		 ��,���
一年至兩年 5,208		 �,���
兩年至三年 5,675		 �,���
三年以上 300		 �00   

 315,232		 �00,0��   

本集團通常給予其貿易客戶之賬期為�0日至��0日。

11.	 股本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股份數目		 股份面值  股份數目  股份面值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註冊資本 196,000,000		 196,000		 ���,000,000  ���,000       

已發行並已繳足之股本
 內資股，每股面值
  人民幣�元 108,680,000		 108,680		 �0�,��0,000  �0�,��0
 H股，每股面值人民幣�元 87,320,000		 87,320		 ��,��0,000  ��,��0       

 196,000,000		 196,000		 ���,000,000  ���,000       

除少數差異外，H股及內資股的持有人均享有同等經濟及投票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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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儲備

	 		 		 		 		 房屋及	
	 		 		 		 		 建築物、		 外幣會計
	 		 法定盈餘		 		 		 廠房及		 報表報表
	 股份溢價		 公積金		 法定公益金		 免稅基金		 設備評估		 結算差額		 未分配利潤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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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二零零七年
 一月一日餘額 ���,���  �0�,��0  ��,���  �0�,0��  �,��0  (�,��� ) ���,���  ���,���

截至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
 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 –  –  –  –  –  –  ���,���  ���,���
支付股利 –  –  –  –  –  –  (��,��0 ) (��,��0 )

外幣會計報表折算差額 –  –  –  –  –  (�,0�� ) –  (�,0�� )

發行��,�00,000股新H股 ���,���  –  –  –  –  –  –  ���,���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餘額
 （未經審核） ��0,���  �0�,��0  ��,���  �0�,0��  �,��0  (�,��0 ) ���,�0�  �,0��,0��

	 		 		 		 		 		 		 		

二零零八年
 一月一日餘額 ���,���  ���,���  ��,���  �0�,0��  �,�0�  (�0,��� ) ���,���  �,�0�,0��

截至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
 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 –  –  –  –  –  –  ��,��0  ��,��0
支付股利 –  –  –  –  –  –  (��,�00 ) (��,�00 )

外幣會計報表折算差額 –  –  –  –  –  (�,��� ) –  (�,��� )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餘額
 （未經審核） ���,���  ���,���  ��,���  �0�,0��  �,�0�  (��,���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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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付賬款

應付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四個月內 130,484		 ���,0��
四個月至一年 24,483		 ��,���
一年至兩年 1,805		 �,���   

 156,772		 �0�,���   

14.	 分部資訊

本集團主要在一個行業及地區經營業務，故未列示分部資訊。

15.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資產概無用作擔保任何債項之抵押（二零零七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無）。

16.	 匯率風險

本集團因設備採購的應付款項及出口銷售的應收款項以外幣，主要為港幣計價；派發給
H股股東的股利以人民幣宣派，以港幣支付，故將會有匯率風險。外幣匯率的波動可能
會影響本集團的經營成果，但影響不大。

17.	 資本承諾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人民幣���,�00元尚未反映在未經審核的合併財務
報表內但已簽約且與生產設施建設有關之資本承諾（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與生
產設施建設有關之資本承諾為人民幣���,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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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中期股息（二零零七年
同期：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二零零八年上半年，公司圍繞董事會“品牌、人才、發展”的工作思路，堅持“做長、
做強、做大”的戰略目標，以提高經營運行質量和資產質量為重點，強化科學決策，
不斷探索創新銷售模式，加強品牌管理和隊伍建設，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拼搏奮
進，較好地完成了董事會下達的各項工作任務和經濟指標，經濟運行質量不斷提高。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銷售收入達人民幣��,�0�.�萬元，較上年同期增長
�.��%；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為人民幣�,���.0萬元，較上年同期下降��.��%。

銷售

二零零八年，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公司以利潤為中心、以品種為主線，拓展銷售渠
道，擴大品種的市場銷售份額，提升公司的經濟運行質量。

公司以提高毛利率和關注淨利潤為目標，不斷探索營銷工作思路。按產品獲利能力重
新制訂銷售方案，確定銷售重點。改革銷售考核體系，細化銷售部門考核指標，更加
注重銷售利潤的考核，根據各經營品種分別下達指標，重新明確實施細則，使得考核
指標更具操作性。改革經銷商評價體系，關注經銷商信譽額度，加大市場檢查和監控
力度，穩定市場秩序，維護同仁堂品牌。

公司以品種為著力點，細分市場，重新劃分品種為主力品種、醫療品種和新品種。通
過監控產品的市場價格，強化終端銷售網絡，利用品牌優勢加強主導品種的銷售。利
用各種主題活動和區域性促銷，將新品種陸續推向市場，促進了潛力品種、新品種的
市場推廣。全力做好終端市場的拉動工作，對各區域品種進行分析，使區域內品種銷
售達到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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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加強品種群建設，公司今年以“新六味、新起點”活動為工作主線，在不斷滿足消
費者個性化需求的同時，以市場為導向，調整產品結構和規格，進一步豐富了六味系
列的品種群。上半年本公司共生產銷售百餘種產品，其中銷售額超過一億元的產品一
個；銷售額在�000萬元到一億元之間的產品一個；銷售額在�000萬元到�000萬元之間
的產品十個；銷售額在�00萬元到�000萬元之間的產品七個。主導產品中六味地黃丸
系列銷售額較上年同期下降�.��%，牛黃解毒片系列銷售額較上年同期增長�.��%，
感冒清熱顆粒系列銷售額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部分增幅明顯的產品有金匱腎氣丸系
列、知柏地黃丸系列、杞菊地黃丸系列等。

生產

二零零八年，公司強化生產組織指揮在生產體系中的核心作用，科學調度，突出重
點，統籌安排生產、供應、倉儲等工作，首次在公司範圍內進行了大規模生產佈局調
配和員工調配。其他部門積極主動與生產部門對接，進一步提高工裝利用率、提高工
藝工裝適配性、優化送檢流程，提高了生產效率和生產管理水平，確保了產品生產工
作的順利完成。

位於香港的北京同仁堂國藥有限公司，於去年年底通過香港衛生署GMP認證後，其產
品北京同仁堂靈芝孢子粉膠囊等已正式投產並成功上市銷售，銷售勢頭良好，有望成
為新的增長點，其他生產的品種、保健品和新產品的研發亦有序進行。

管理與研發

公司注重防範品牌風險，強化品牌意識，落實品牌管理工作責任，明確了公司品牌管
理工作的職能部門和管理權限，對原有品牌管理制度進行了修訂和補充完善，加強業
務人員品牌保護的培訓，規範子公司品牌使用的要求，建立起維護品牌、保護品牌的
長效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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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科研開發堅持面向市場、面向生產實際、面向未來的原則。以解決生產實際問題
為基礎，優化研發管理體系，針對公司產品存在的質量問題和工藝改進進行攻關和研
究，加強對重點產品的二次科研，繼續篩選和儲備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科研項目，加
快新產品的研究進度。

銷售網絡

本公司投資在海外設立了四家合營公司，以期在當地發展分銷業務，開設藥品零售網
點，擴大公司產品銷售。

位於馬來西亞的北京同仁堂（馬）有限公司上半年實現銷售收入約人民幣���.0�萬元、
位於加拿大的北京同仁堂（加）有限公司上半年實現銷售收入約人民幣���.��萬元、位
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北京同仁堂（澳門）有限公司上半年實現銷售收入約人民幣�0�.��
萬元、位於印尼的北京同仁堂（印尼）有限公司上半年實現銷售收入約人民幣���.��萬
元。

本公司投資在北京成立的零售藥店——北京同仁堂南三環中路藥店有限公司，上半年
運營情況良好，實現銷售收入約人民幣�,���.0�萬元。

員工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雇用�,��0名員工（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名員工），員工之薪金參照市場條款及有關員工之表現、資歷和經驗而厘定，亦
會按年內個人表現發放酌情獎金，以獎勵員工對本公司作出之貢獻，其他員工福利包
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及住房公積金。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維持良好之財務狀況。於本年度內，本集團之資金主要來自日常業務所得之資
金及銀行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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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和短期銀行存款結餘合共為人
民幣���,���,000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0��,000元），短期銀行
借款為人民幣��,000,000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000,000元），借
款年利率為�.���%（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總值為人民幣�,���,�0�,000元（二零零
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000元），資金來源為非流動負債人民幣
��,���,000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000元）， 流動負債人民幣
���,���,000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00�,000元），股東權益人民
幣�,�0�,���,000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0��,000元）及少數股
東權益人民幣���,��0,000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000元）。

資本負債及流動資金比率

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即總借款額與股東權益(不含少數股東權益)比率，為0.0�（二
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0�）。流動資金比率，即流動資產與流動負債比率，為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反映財務資源充裕。

展望

雖然面臨中藥材原料價格上漲、藥品限價、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等因素影響，但我們認
為隨著醫藥改革的不斷深入，醫藥市場容量將不斷擴大，將為公司帶來新的發展機
遇。

上半年公司業績完成情況較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但部分品種銷量取得進一步拓展，市
場管理各項措施得力，市場秩序不斷好轉。下半年公司將繼續提高整體的執行力和控
制力，加強品牌保護，擴大產品銷量，提高產品獲利能力，切實鞏固和提高公司的經
營質量和資產質量。

企業管治

在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半年度內，本公司一直遵守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
則（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的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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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的證券交易

公司已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至�.��條的要求，制定並實施《買賣證券守則》， 就
董事的證券交易進行規範，其規定並不比交易必守標準寬鬆，同時適用於公司高級管
理人員等特定人士。

經公司向所有董事作出查詢後，所有董事均已確認一直遵守董事證券交易的買賣準則
和本公司《買賣證券守則》。

董事會

本公司第三屆董事會共有九名董事，其中執行董事張生瑜先生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
二日因病辭世，目前董事會有八名董事，任期至二零零九年召開的股東周年大會結束
時止。董事會中包括具有影響力的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均獨立於管
理層，擁有豐富的業務和財務經驗，為公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董事會在任何時間均符合創業板上市規則有關委任最少
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的最低規定，而且獨立非執行董事人數至少佔董事會人數的三分
之一，同時符合其中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須具備適當專業資格或會計或相關財務管理
專長的規定。

董事長及總經理

董事長及總經理分別由梅群先生及王煜煒先生擔任，為兩個明確劃分的不同職位。董
事長負責經營決策和董事會的運作，而總經理負責公司的日常業務管理。本公司章程
中詳細說明了董事長和總經理各自的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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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條之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編撰之「成立審核委員
會指引」成立審核委員會，並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第�.��條之規定書面列明其職權及職
責。其主要職責為審閱並監察本公司之財務彙報程序及內部控制制度，審核委員會現
由獨立非執行董事譚惠珠小姐、丁良輝先生及金世元先生組成，其中委員會主席丁良
輝先生具備合適的專業資格和財務經驗。

截至本報告日，審核委員會已舉行了兩次會議。於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七日舉行的審
核委員會會議上審閱及討論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
務報表的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主要會計政策及內部審計事項，並聽取審計師對本公
司之意見。委員會同意該年度報告的內容。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舉行的審核委員會會議上審閱及討論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財務報表的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主要會計及內部
審計事項。委員會同意本半年度報告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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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董事於股份之權益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條須予備存的登記冊所記錄或
根據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第�.��條所述依據董事的證券交易的標準需通知本公司及聯
交所，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股份之好倉

本公司

	 	 	 股份數目		 內資股		 總註冊
姓名	 權益種類	 身份	 （附註）		 百分比		 股本百分比

殷順海先生 個人權益 實益擁有人 �00,000  0.��0%  0.���%
梅群先生 個人權益 實益擁有人 �00,000  0.��0%  0.���%

附註：全為內資股。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堂股份」）

	 	 	 股份數目		 總註冊
姓名	 權益種類	 身份	 （附註）		 股本百分比

殷順海先生 個人權益 實益擁有人 ��,��0  0.00�%
梅群先生 個人權益 實益擁有人 ��,0��  0.00�%
匡桂申先生 個人權益 實益擁有人 ��,�00  0.00�%

附註：全為A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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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同仁堂國際有限公司

	 	 	 		 總註冊
姓名	 權益種類	 身份	 股份數目		 股本百分比

殷順海先生 個人權益 實益擁有人 ��,000  0.���%
梅群先生 個人權益 實益擁有人 ��,000  0.��0%
丁永玲女士 個人權益 實益擁有人 ��,000  0.���%

北京同仁堂天然藥物有限公司

	 	 	 		 總註冊
姓名	 權益種類	 身份	 股份數目		 股本百分比

王泉先生 個人權益 實益擁有人 �00,000  0.�00%

除以上披露外，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
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概無擁有
任何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條須予備存的登記冊所記錄或根據創業板證券上市規
則第�.��條所述依據董事證券交易的標準需通知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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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條須予備存的登記冊所記錄，
以下人士（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之權益
及淡倉如下：

股份之好倉

	 	 股份數目		 內資股		 H股		
股東名稱	 身份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總註冊股本

同仁堂股份 實益擁有人 �00,000,000  ��.0��%  –  ��.0�0%

同仁堂集團 控制法團之權益 �00,000,000  ��.0��%  –  ��.0�0%
 （附註�） 實益擁有人 �,��0,000  �.���%  –  0.�0�%

Hamon Asset Management 投資經理 �,���,000(L)  –  �.���%  0.���%
 Limited（附註�）

Hamon U.S. Investment 投資經理 �,���,000(L)  –  �.���%  �.���%
 Advisors Limited
 （附註�）

Hamon Investment 投資經理 �,000,000(L)  –  �.���%  0.��0%
 Management Limited
 （附註�）

The Hamon Investment 控制法團之權益 �,0��,000(L)  –  �.���%  �.���%
 Group Pte Limited
 （附註�）

Atlantis Investment 投資經理 �,0��,000(L)  –  �.0��%  �.���%
 Management Ltd

Templeton Asset 投資經理 �,���,000(L)  –  �.���%  �.���%
 Management Ltd

JPMorgan Chase & Co. 投資經理 �,���,000(L)  –  �.���%  �.���%
  �,���,000(P)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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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 (L)-好倉，(S)-淡倉，(P)-可供借出的股份

(�) 該等股份乃透過同仁堂股份持有。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同仁堂集團擁有同仁堂股
份��.��%權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同仁堂集團被視為擁有同仁堂股份所持
有之�00,000,000股股份之權益。

(�) The Hamon Investment Group Pte Limited擁有Hamon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
Hamon U.S. Investment Advisors Limited及Hamon Investment Management Limited的
�00%權益。

 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The Hamon Investment Group Pte Limited
被視為擁有Hamon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之�,���,000股股份之權益、Hamon 
U.S. Investment Advisors Limited之�,���,000股 股 份 之 權 益 及Hamon Investment 
Management Limited的所持有之�,000,000股股份之權益。

除以上披露外，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概不知悉有任何其他人士（本
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任何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條須予備存的登記冊所記錄之權益及淡倉。

競爭利益

與同仁堂股份和同仁堂集團之直接競爭

中藥不僅能夠治療疾病的表徵，並能調理直接或間接導致發病的其他身體內的機能。
因此，中藥的療效非常廣闊。為能對症下藥，須考慮多項變數，例如病者的病況、性
別、年齡及體質、時令及對病者身體內在問題的療效。故此，單一門類的中藥通常有
數種治療作用，其部分療效可能與其他不同名類的藥品相同。由於中藥具有這種特
性，本公司的產品與同仁堂集團及同仁堂股份的產品可能存在直接競爭。

本公司、同仁堂股份及同仁堂集團全部經營中成藥製造業務。彼等的業務按所生產藥
品劑型的不同而劃分。同仁堂股份主要生產丸、散、膏及藥酒等傳統劑型的中成藥。
其亦擁有較小型之生產線，生產顆粒劑及水蜜丸劑。另一方面，本公司則專注生產顆
粒劑、水蜜丸劑、片劑及軟膠囊劑。同仁堂股份主要產品為安宮牛黃丸、同仁烏雞白
鳳丸、同仁大活絡丸及國公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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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本公司、同仁堂集團及同仁堂股份之業務劃分獲妥善記錄及制訂，根據同仁堂
集團及同仁堂股份於二零零零年十月十九日向本公司作出之承諾（「十月承諾」），同
仁堂集團及同仁堂股份承諾，除安宮牛黃丸外，同仁堂集團、同仁堂股份及彼等各自
之附屬公司未來不會生產任何與本公司所生產的藥品名稱相同或同名而劑型不同並會
直接與本公司藥品競爭之產品。只有一種產品安宮牛黃丸本公司及同仁堂股份均可生
產。

董事認為，本公司與同仁堂股份及同仁堂集團間，除本公司與同仁堂股份生產之安宮
牛黃丸外，並無任何其他直接競爭業務。董事認為由於安宮牛黃丸佔本公司營業額份
額不大，且有關產品並不屬於本公司主要開發劑型，公司將會繼續生產和銷售安宮牛
黃丸。除上文所述者外，董事確認本公司並無其他產品與同仁堂股份或同仁堂集團存
有競爭。

優先選擇權

雖然本公司、同仁堂股份及同仁堂集團均從事生產、製造及銷售中藥之業務，各公司
之主要產品則有所不同。本公司集中於更能與西藥產品競爭之新類型產品，而同仁堂
股份及同仁堂集團繼續專注研製現有傳統中藥類型。

為使本公司專注研製四類主要類型之產品（分別為顆粒劑、水蜜丸劑、片劑及軟膠囊
劑），根據「十月承諾」，同仁堂集團及同仁堂股份已向本公司授出優先選擇製造及銷
售彼等或彼等任何附屬公司所研製且屬本公司四類主要類型之現有產品其中一類之任
何新產品。優先選擇權行使後，同仁堂股份及同仁堂集團或彼等各自之附屬公司均不
許生產任何該等新產品。倘本公司根據同仁堂集團、同仁堂股份或彼等各自之附屬公
司現有產品而研製任何新產品，而該等產品又屬於本公司其中一項主要類型之產品，
則本公司有權製造該等新產品而同仁堂集團、同仁堂股份及彼等各自之附屬公司將不
容許生產該等新產品。董事相信上述承諾將能表明同仁堂股份及同仁堂集團均支持本
公司在未來研究該四類主要類型之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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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本公司於決定會否對新產品進行研究及發展能作出獨立檢討，本公司確認，獨立
非執行董事中有一位中藥界知名人士，將決定會否行使同仁堂集團或同仁堂股份授出
之優先選擇權以發展任何屬於本公司其中一種主要類型產品（即顆粒劑、水蜜丸劑、
片劑及軟膠囊劑）之新產品。倘本公司拒絕同仁堂股份及╱或同仁堂集團提供之優先
選擇權，則提供予獨立第三者之選擇權之條款不得優於原本提供予本公司之條款。否
則，本公司須獲提供機會，再考慮新條款下之選擇權。倘同仁堂集團或同仁堂股份合
共直接或間接於本公司之持股量降至低於�0%，則上述承諾不再生效。

買賣或贖回證券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及其子公司概無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任何
上市之股份。

承董事會命
北京同仁堂科技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梅群
董事長

中國北京，二零零八年八月十四日

於本報告日，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梅群先生、丁永玲女士、匡桂申先生、殷順海先生
及王泉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譚惠珠小姐、丁良輝先生及金世元先生。

本公佈將於其張貼日起計最少七天在創業板網站http://www.hkgem.com之「最新公司公
告」頁內及本公司網站http://www.tongrentang.com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