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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的特色

創業板的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本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的公
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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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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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之內容概不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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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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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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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報告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成份；(2)並無遺漏
任何事實致使本報告所載任何內容產生誤導；及(3)本報告內表達的一切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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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銷售收入較二零零八年同期
增長約8.66%。

•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較二零
零八年同期增長20.81%。

•	 於截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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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8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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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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合營企業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之業績：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三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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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731,384		 673,091  392,425		 353,533
成本  (394,975	)	 (379,334 ) (214,066	)	 (196,840 )        

毛利  336,409		 293,757  178,359		 156,693
其他收入 5 1,136		 2,041  639		 861
銷售費用  (139,812	)	 (99,661 ) (77,048	)	 (57,544 )
管理費用  (57,072	)	 (63,647 ) (29,943	)	 (37,008 )        

營業利潤  140,661		 132,490  72,007		 63,002
財務費用 6 (288	)	 (5,116 ) 36		 (1,810 )        

稅前利潤 7 140,373		 127,374  72,043		 61,192
所得稅 8 (19,874	)	 (31,606 ) (9,585	)	 (13,946 )        

全面收益  120,499		 95,768  62,458		 47,246
        

可供股東分配
 全面收益：
本公司股東  115,109		 95,280  57,402		 44,692
少數股東  5,390		 488  5,056		 2,554        

  120,499		 95,768  62,458		 47,246
        

期內本公司股東
 應佔利潤的每股盈利 9 人民幣0.587元		 人民幣0.486元  人民幣0.293元		 人民幣0.22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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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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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428,172		 447,217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49,198		 48,755
遞延所得稅資產  2,427		 2,640
其他長期資產  1,244		 1,548   

  481,041		 500,160   

流動資產
存貨  760,563		 798,226
應收賬款及票據，淨值 11 268,954		 181,555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13,048		 31,885
預付款及其他流動資產  13,276		 7,695
當期所得稅資產  7,257		 12,371
短期銀行存款  –		 5,19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90,728		 258,094   

  1,453,826		 1,295,022   

資產合計  1,934,867		 1,795,182
   

權益
本公司股東應佔股本及儲備
股本 12 196,000		 196,000
儲備 13 1,200,844		 1,164,392   

  1,396,844		 1,360,392   

少數股東權益  129,089		 124,513   

權益合計  1,525,933		 1,484,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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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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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		 1,984
遞延收入－政府補助  11,266		 11,266   

  13,250		 13,250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4 221,960		 222,766
應付員工工資及福利費  13,752		 10,689
預收賬款  11,920		 8,506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3,349		 5,652
當期所得稅負債  520		 315
預提費用及其他流動負債  50,712		 34,099
短期銀行借款  15,000		 15,000
應付股息  78,471		 –   

  395,684		 297,027   

負債合計  408,934		 310,277
   

權益及負債總計  1,934,867		 1,795,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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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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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971		 91,480
支付的利息 (434	)	 (475 )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131,537		 91,005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購買房屋及建築物、廠房及設備 (5,458	)	 (8,196 )
處置房屋及建築物、
 廠房及設備所收到的現金 (10	)	 522
短期銀行存款減少 5,196		 84,296
收到的利息 1,136		 2,041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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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
償還短期貸款所支付的現金 –		 –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233		 25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增加額 132,634		 169,91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期初餘額 258,094		 161,80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期末餘額 390,728		 331,718
   



�

二零零九年中期業績報告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少數股東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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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餘額 196,000  1,088,931  1,284,931  122,874  1,407,805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淨利潤 –  95,280  95,280  488  95,768

支付股息 –  (78,400 ) (78,400 ) (912 ) (79,312 )

外幣會計報表折算差額 –  (5,557 ) (5,557 ) (4,470 ) (10,027 )         

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餘額（未經審核） 196,000  1,100,254  1,296,254  117,980  1,414,234
         

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餘額 196,000  1,164,392  1,360,392  124,513  1,484,905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淨利潤 –  115,109  115,109  5,390  120,499

支付股息 –  (78,400 ) (78,400 ) (661 ) (79,061 )

外幣會計報表折算差額 –  (257 ) (257 ) (153 ) (410 )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餘額（未經審核） 196,000  1,200,844  1,396,844  129,089  1,525,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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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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已經於二零零九年八月十日批准刊發。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均未經審核。

2.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半年度的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已根據國際會計準則34

「中期財務報告」編製。本中期簡明財務報告應與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的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該財務報表是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

3.	 主要會計政策
編製本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見有關的年度財務報表）一致﹐惟以下所述者除外。

本中期期間的所得稅按照年度總盈利適用的稅率累計。

以下新準則、修訂或詮釋必須在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務年度首次採納。

• 國際會計準則1（經修訂）「財務報表的呈報」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8「營運分部」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7（修訂本）「金融工具：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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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新準則、修訂或詮釋必須在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務年度首次採納，惟目前
與本集團無關。

• 國際會計準則23（修訂本）「借貸成本」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2（修訂本）「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

• 國際會計準則32（修訂本）「金融工具：呈報」

•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9（修訂本）（「嵌入式衍生工具的重新估計」以及國際
會計準則39（修訂本）「金融工具：確認與計量」

•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13「客戶忠誠度計劃」

•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15「房地產建設協議」

•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16「對沖海外業務淨投資」

• 國際會計準則39（修訂本）「金融工具：確認與計量」

下列已發出但在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務年度仍未生效的新訂準則、對準則的修
訂和詮釋並無提早採納。

• 國際會計準則39（修訂本）「金融工具：確認與計量」－「合資格對沖項目」（生效於自
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起的報告期間（含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

• 國際財務準則3（經修訂）「企業合併」（及對國際會計準則27「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國際會計準則28「聯營企業的投資」及國際會計準則31「合營企業權益」的其後修訂）
（生效於自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起的報告期間（含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

•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17「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生效於自二零零九
年七月一日起的報告期間（含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

•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18「自客戶轉讓資產」（適用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
或之後的轉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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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年度改進項目（2009年4月版）

• 國際財務準則2（修訂本）「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生效於自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起
的報告期間（含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

• 國際財務準則5（修訂本）「持作出售的非流動資產及已終止經營業務」（生效於自二
零零九年七月一日起的報告期間（含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

• 國際財務準則8「營運分部」（生效於自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起的報告期間（含二零一
零年一月一日））

• 國際會計準則1（經修訂）「財務報表的呈報」（生效於自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起的報
告期間（含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 國際會計準則7（修訂本）「現金流量表」（生效於自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起的報告期
間（含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 國際會計準則（修訂本）17「租賃」（生效於自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起的報告期間（含
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 國際會計準則36（修訂本）「資產減值」（生效於自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起的報告期間
（含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 國際會計準則38（修訂本）「無形資產」（生效於自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起的報告期間
（含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

• 國際會計準則39（修訂本）「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生效於自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起的報告期間（含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9（修訂本）－「嵌入式衍生工具的重新估計」（生效
於自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起的報告期間（含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

•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16（修訂本）「對沖海外業務淨投資」（生效於自二零
零九年七月一日起的報告期間（含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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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三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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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1,469	 647,706  366,006	 337,090

－於海外 36,395	 22,416  22,899	 13,474

分銷服務代理費 3,520	 2,969  3,520  2,969        

 731,384	 673,091  392,425  353,53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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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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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6	 2,041 	 639	 86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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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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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	 475  198	 251

匯兌損失╱（收益） (146	) 4,641  (234	) 1,559        

 288	 5,116  (36	) 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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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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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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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39	 23,062  11,448	 11,450

       

8.	 所得稅
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新所得稅法」）正式執行。新
所得稅法的第四條規定企業所得稅的稅率為25%。

在新稅法下，對於被政府相關部門和稅務機關認定為高新技術的企業，新稅法允許其按
照較低稅率15%進行納稅。本公司已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取得高新技術企業
證書，根據新所得稅法的規定，本公司二零零八年、二零零九年所得稅率為15%。而二
零零八年上半年，由於本公司當時尚未進行新的高新技術企業認證，暫按25%稅率預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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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的計算是按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約
人民幣115,109,000元（二零零八年同期：人民幣95,280,000元）和有關期間已發行普通股
份加權平均數目196,000,000股（二零零八年同期：196,000,000股）來計算的。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並無潛在之攤薄股份（二零零八年同期：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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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房屋及建築物、廠房及設備增加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期內房屋及建築物、廠房及設備增加約人
民幣5,034,000元（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人民幣12,815,000元）。

11.	 應收賬款及票據，淨值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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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369	 202,970

減：應收帳款減值準備 (21,415	) (21,415 )   

應收賬款及票據，淨值 268,954	 181,555
   

應收賬款及票據的帳面值接近其公允價值。

應收賬款及票據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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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776	 166,769

四個月至一年 17,236	 31,819

一年至兩年 5,325	 2,365

兩年至三年 1,333	 1,318

三年以上 699	 699   

 290,369	 202,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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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股本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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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00,000  196,000
       

－已發行並已繳足之
  股本內資股，
  每股面值人民幣1元 108,680,000		 108,680	 108,680,000  108,680

－ H股，每股面值
  人民幣1元 87,320,000		 87,320  87,320,000  87,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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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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儲備
	 		 		 		 		 房屋、		
	 		 		 		 		 建築物		 外幣
	 		 法定盈餘		 法定		 		 廠房及、		 會計報表		 		 未分配
	 股份溢價		 公積金		 公益金		 免稅基金		 設備評估		 結算差額		 其他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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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二零零八年
 一月一日餘額 355,309  121,275  45,455  102,043  –  (10,229 ) –  475,078  1,088,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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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95,280  95,280

支付股息 –  –  –  –  –  –  –  (78,400 ) (78,400 )

外幣會計報表折算差額 –  –  –  –  –  (5,557 ) –  –  (5,557 )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餘額
 （未經審核） 355,309  121,275  45,455  102,043  –  (15,786 ) –  491,958  1,100,254
	 		 		 		 		 		 		 		 		

二零零九年
 一月一日餘額 355,309  136,824  45,455  102,043  –  (16,428 ) (468 ) 541,657  1,164,392

截至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
 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 –  –  –  –  –  –  –  115,109  115,109

支付股息 –  –  –  –  –  –  –  (78,400 ) (78,400 )

外幣會計報表折算差額 –  –  –  –  –  (257 ) –  –  (257 )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餘額
 （未經審核） 355,309  136,824  45,455  102,043  –  (16,685 ) (468 ) 578,366  1,200,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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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應付賬款
應付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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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936	 170,494

四個月至一年 34,170	 47,977

一年至兩年 2,854	 4,295   

 221,960	 222,766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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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資產概無用作擔保任何債項之抵押（二零零八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無）。

17.	 匯率風險
本集團出口銷售的應收款項以外幣（主要為港幣）計價；派發給H股股東的股息以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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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本集團影響不大。

18.	 資本承諾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沒有未反映在綜合財務報表內但已簽約之資本承諾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與生產設施建設有關之資本承諾為人民幣48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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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中期股息（二零
零八年同期：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二零零九年上半年，公司以落實專項工作和培育增長點品種為重點，不斷提高
經營質量、資產質量和服務質量，較好地完成了董事會下達的各項工作任務。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銷售收入達到人民幣73,138.4萬元，較上
年同期增長8.66%；稅前利潤為人民幣14,037萬元，較上年同期增長10.21%；
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為人民幣11,510,9萬元，較上年同期增長20.81%。

銷售

二零零九年，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公司以利潤為中心、現金流為重點、品種
為主線，以穩定市場秩序為前提，加強網絡建設，強化分銷能力，擴大市場份
額。大力推行分銷體系建設，堅決實行對主導產品的價格管控，穩定和調控市
場秩序，積極創新營銷工作思路，開展主流產品銷售上數量、非主流產品銷售
挖潛力活動，開發重點市場，關注非主銷區，充分利用各種銷售渠道，開展小
型推廣會，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另外，本公司於生產經營各環節採取了集中資
源，加強計畫協調，消滅薄弱環節，填補空白點等一系列措施，各業務部門加
強了生產管理，對於重點品種、醫療品種等進一步強化訂單制管理。在庫存控
制和管理上，隨時關注庫存狀況。根據銷售部門回饋的市場變化情況，及時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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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生產調整，並綜合生產週期、季節、市場推廣等因素，未雨綢繆，調節生產
與供應節奏，使資源配置更加靈活、合理、高效，產出有了進一步提高，亦令
經濟效益得到提升，產品銷售收入實現了均衡增長。

於二季度，公司繼續通過採取抓重點、紮實開展增長點品種推廣活動，明確重
點發展劑型，優先安排生產。堅持統一銷售政策、監控產品流向，維護公司產
品價格的穩定。採取理順渠道，及時調整商業渠道選擇策略，加大與具有配送
資格和配送能力企業的合作力度。密切關注新醫改政策對公司產品結構帶來的
現實和潛在的影響，加大學術推廣與專業化促銷力度，加大內部培訓師隊伍完
善力度，提高促銷手段的適應能力。在去年對銷售部門實行「雙指標」考核的
基礎上，新增三級考核指標，重點從時間進度、指標分解、完成質量、費用支
付等指標做了進一步細化，使指標更加科學合理和具有可操作性；適應市場，
調整銷售結構，針對新醫改對腫瘤等重大疾病，糖尿病、高血壓等慢性病的防
治，以及對婦幼保健等方面的重視，加大對小兒類、抗腫瘤品種的宣傳推廣力
度，選擇和培育品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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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導產品銷售收入實現穩步增長，其中銷售額超過一億元的產品一個；銷
售額在1,000萬元到一億元之間的產品十二個；銷售額在500萬元到1,000萬元之
間的產品六個。主導產品中，牛黃解毒片系列銷售額較上年同期增長6.86%，
感冒清熱顆粒系列銷售額較上年同期增長20%以上，僅六味地黃丸系列銷售額
較上年同期階段性地有所下降。部分增幅明顯的產品有金匱腎氣丸等系列、西
黃丸系列、板藍根顆粒系列、生脈飲系列、阿膠系列等。

生產

為保證生產工作順暢進行，各生產基地根據明確流程、明確重點、明確考核等
原則，以專項工作為點，二級核算為線，細化考核指標並確定考核權重，考核
內容更加全面。為提高生產質量，做到逐項跟蹤，責任到人，使產品質量上了
新臺階。各生產單位積極進行橫向溝通，採取統籌擺布生產，提高工序間流轉
速度，明確確保訂單製品種及出口品種，關注重點品種及增長點品種等具體措
施，使產能得到更充分的利用，工作效率有了進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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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香港的北京同仁堂國藥有限公司生產運營良好，其主推產品－北京同仁堂
破壁靈芝孢子粉膠囊上半年實現銷售收入約人民幣1,094.36萬元，另有多個在
開發品種正在準備過程中，預計將於二零零九年年底前推向市場。

管理與研發

公司質量管理部門定期召開質量例會，督促、檢查質量專題工作進展情況；公
司科研開發部門繼續堅持面向市場、面向生產實際、面向未來的原則，堅持以
解決生產實際問題為切入點，大力開展藥品新品開發，上半年已完成部分中藥
新藥臨床試驗研究和總結工作；加緊關於食品與保健食品的研發，通過廣泛瞭
解消費者喜好、採用藥食同源的原料，重點突出食品或保健品的功能、調節口
味口感。目前，部分在研產品已進入總結資料準備申報階段。對既有產品進行
二次研發，採取優化工序、改進工藝、增加規格和改變劑型等手段，挖掘既有
產品的市場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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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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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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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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92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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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42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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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66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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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4.33萬元。

員工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雇用1,714名員工（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1,7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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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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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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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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0,728,000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63,290,000

元），短期銀行借款為人民幣15,000,000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
民幣15,000,000元），借款年利率為4.779%（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6.723%）。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總值為人民幣1,934,867,000元（二零
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795,182,000元），資金來源為非流動負債人
民幣13,250,000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3,250,000元），流動
負債人民幣395,684,000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97,027,000

元），股東權益人民幣1,396,844,000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1,360,392,000元）及少數股東權益人民幣129,089,000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人民幣124,51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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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01）。流動資金比率，即流動資產與流動
負債比率，為3.67（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36），反映財務資源充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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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二零零九年上半年，國家密集出臺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醫藥衛生體制
改革的意見》、《關於扶持和促進中醫藥事業發展的若干意見》等多項政策，加
大對中醫藥行業的扶持力度。這對中醫藥行業來說，是一個很好的機遇。

隨著國家對醫療保障措施的逐步推進，醫藥市場的前景也愈加明朗。本年度，
我國將啟動並部署三大類共九項國家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項目，根據醫改實施方
案，國家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項目所需費用納入政府預算安排。其次，國務院提
出的今年將我國城鎮職工和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參保人數擴大至3.9億人等政策
將大大增加對藥品市場的需求。基於此，公司充分利用政府對中醫藥行業的傾
斜政策，不斷改進自身管理，在力求降低成本、增強抗風險能力的同時，以開
發更多自主品牌品種來增強市場競爭力，爭回頭客。

為使公司的生產運營能夠與市場結合的更加緊密，下半年公司將根據新醫改政
策進行佈局，力爭在開發醫療市場、社區醫療市場、農村醫療市場等新市場方
面獲得新突破，尤其重點加強華東、西北等傳統薄弱地區銷售力量。加大與具
有配送資格和配送能力企業的合作力度。進一步提升機械化水平和挖掘生產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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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對具有廣泛市場潛力的保健品、食品、化妝品等不同品類的後續新品種群
進行梯隊式開發。加大對所屬子公司培育力度，提高其自身造血功能。

企業管治

在截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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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的證券交易

公司已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至5.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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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委員會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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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會計政策及內部審計事項已經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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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之權益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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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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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註冊股本
姓名	 權益種類	 身份	 （附註）	 百分比	 百分比

殷順海先生 個人權益 實益擁有人 500,000 0.460% 0.255%

梅群先生 個人權益 實益擁有人 500,000 0.460% 0.255%

附註：全為內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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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堂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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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順海先生 個人權益 實益擁有人  46,620 0.009%

梅群先生 個人權益 實益擁有人  37,297 0.007%

附註：全為A股。

北京同仁堂國際有限公司

	 	 	 	 總註冊股本
姓名	 權益種類	 身份	 股份數目	 百分比

殷順海先生 個人權益 實益擁有人 39,000 0.125%

梅群先生 個人權益 實益擁有人 78,000 0.250%

丁永玲女士 個人權益 實益擁有人 39,000 0.125%

除以上披露外，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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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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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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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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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可供借出的股份如下：

	 	 	 內資股	 H股	 總註冊股
股東名稱	 身份	 	股份數目	 百分比	 百分比	 本百分比

同仁堂股份 實益擁有人 100,000,000 92.013% – 51.020%

同仁堂集團（附註2） 控制法團之權益 100,000,000 92.013% – 51.020%

 實益擁有人 1,580,000 1.454% – 0.806%

The Hamon Investment 控制法團之權益 5,049,000(L) – 5.782% 2.576%

 Group Pte Limited

 （附註3）

Atlantis Investment 投資經理 7,000,000(L)  8.016% 3.571%

 Management Ltd

Templeton Asset 投資經理 5,159,000(L) – 5.908% 2.632%

 Management Ltd

JPMorgan Chase & Co. 控制法團之權益 7,000,000(L) – 8.016% 3.571%

 （附註4）  7,000,000(P) – 8.016% 3.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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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L)－好倉，(S)－淡倉，(P)－可供借出的股份

(2) 該等股份乃透過同仁堂股份持有。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同仁堂集團擁有同仁堂股
份55.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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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000股股份之權益。

(3) 1,197,000股股份由Hamon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持有，2,852,000股股份由Hamon 

U.S. Investment Advisors Limited持有，還有1,000,000股股份由Hamon Investment 

Management Limited所持有。三家公司以投資經理身分持有上述股份，他們全部為The 

Hamon Investment Group Pte Limited直接或間接擁有權益的全資附屬公司。因此，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The Hamon Investment Group Pte Limited被視為擁有這
些全資附屬公司持有的合計5,049,000股股份。

,

(4) 該等股份由JPMorgan Chase Bank, N.A.以保管人—法團╱核准借出代理人身分直接持
有。JP Morgan Chase & Co.擁有JPMorgan Chase Bank, N.A.之100%權益，因此，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JP Morgan Chase & Co.被視為擁有JPMorgan Chase Bank, 

N.A.所持有的這些股份。

除以上披露外，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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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條須予備存的登記冊所記錄之權益及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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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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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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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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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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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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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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則上述承諾不再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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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證券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及其子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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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北京，二零零九年八月十日

於本報告日，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梅群先生、丁永玲女士、殷順海先生、 

王煜煒先生、房家志女士及張煥平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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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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