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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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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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YUAN MEDICARE DEVELOPMENT COMPANY LIMITED
銘源醫療發展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233）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佈

銘源醫療發展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局（「董事局」）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
二零零八年同期的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2 207,995 154,082
銷售成本 (38,495) (28,512)

毛利 169,500 125,570

其他收入 3 2,210 15,435
銷售及分銷費用 (18,061) (10,909)
行政費用 (35,771) (40,253)
財務費用 4 (10,009) (4,599)

107,869 85,244
應佔一間共同控制實體溢利 2,507 –

除稅前溢利 5 110,376 85,244
稅項 6 (18,309) (2,638)

期內溢利 92,067 82,606

應佔：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 88,744 82,163
 少數股東權益 3,323 443

92,067 82,606

每股盈利
基本 7 3.02港仙 2.82港仙

攤薄 7 2.73港仙 2.80港仙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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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374,525 358,175
預付租金 85,921 71,150
商譽 425,400 104,240
無形資產 260,000 2,274
於一間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79,431 –
可供出售投資 528 528
收購附屬公司所付按金 – 56,410
購入物業、機器及設備所付按金 21,557 21,670

1,247,362 614,447

流動資產
預付租金 1,913 1,569
存貨 22,880 18,585
應收帳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按金及預付款項 8 128,141 124,436
持作買賣投資 3,934 2,467
已抵押銀行存款 17,019 16,923
銀行結存及現金 348,939 602,917

522,826 766,897

流動負債
應付帳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9 44,966 58,104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 29,217
銀行借款－於一年內到期 94,336 87,077
應付稅項 22,679 10,135

161,981 184,533

流動資產淨值 360,845 582,364

1,608,207 1,196,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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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50,170 146,731
儲備 1,018,362 868,193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1,168,532 1,014,924
少數股東權益 52,544 5,106

權益總額 1,221,076 1,020,030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款－於一年後到期 113,460 112,820
可換股債券 240,840 37,268
遞延稅項負債 32,831 26,693

387,131 176,781

1,608,207 1,196,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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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按歷史成本法編製，惟
金融工具按公平值計量除外。此外，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包括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
上市規則（「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要求的適用披露。

編製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經審核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首次採用下述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於二零
零九年一月一日已生效的修訂及詮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二零零七年重訂） 財務報表的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二零零七年重訂） 借貸成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1號（修訂） 可沽售金融工具及清盤時產生之責任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27號（修訂）

於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或聯營公司
　之投資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 歸屬條件及註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 有關金融工具之改進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部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9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修訂）

嵌入式衍生工具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3號

客戶忠誠獎勵計劃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5號

建築房地產的安排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6號

於海外業務淨投資的對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對二零零八年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
　改進，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的修訂
　除外，該修訂自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
　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對二零零九年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
　改進，乃有關對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第80段的修訂

採納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現時及以前會計期間業績及財務狀況的編製及呈列方式並
無重大影響，因此無須作前期調整。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用下述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或重訂準則、修訂或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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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的修訂，作為對
　二零零八年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
　之一部份（附註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對二零零九年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
　（附註2）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零八年重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附註1）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 合資格對沖項目（附註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
　（二零零八年重訂）

業務合併（附註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7號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附註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8號

從客戶轉移資產（附註3）

附註：

1 自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2 自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視情況而定）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

生效之修訂。
3 對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所作的轉讓開始生效。

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二零零八年重訂）或會影響本集團之收購日期為二零零九年
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首個年度申報期間開始時或之後的業務合併的會計處理。香港會計
準則第27號（二零零八年重訂）將影響本集團於附屬公司的擁有權權益變動（並無導致失
去附屬公司控制權的變動）的會計處理。並無導致失去附屬公司控制權的本集團擁有權權
益的變動將當作權益交易入賬。

2. 分類資料

本集團已由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8號規定以本集團主要營運決策者在決定分部資源分配及評估其表現上所定期審閱
不同部門的內部報告作為識別經營分部之基準。相反，前身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14號分
部報告）規定實體採用風險及回報方法識別兩組分部（業務分部及地區分部），而實體的
「對主要管理層人員的內部財務呈報機制」則僅作為識別該等分部之起點。過往，本集團
的主要報告形式為業務分部。

相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4號確定的主要報告分部，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並無導
致本集團的報告分部需重新指定。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後，計算分部溢利或虧損
的基準並無改變。

本集團為方便管理而將業務分為下列兩大營運分部，而本集團亦以該兩大營運分部作為呈
報主要分類資料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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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D業務分部

PMD指「產品、製造及分銷」，是高毛利率的體外診斷產品（「體外診斷試劑盒」）之傳統主
要業務分部。該業務分部包括蛋白芯片業務及醫療保健業務。

MCM業務分部

新經營的MCM分部指「醫療中心管理」，是健康檢測及管理之新業務。

本集團按業務分部劃分之收益及營業業績貢獻如下︰

PMD業務分部
MCM

業務分部
蛋白

芯片業務
醫療

保健業務 合計
醫療

中心管理 合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截至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收益
對外銷售 171,032 20,558 191,590 16,405 207,995

業績
分類業績 117,200 2,997 120,197 7,130 127,327

不分類開支 (7,680)
利息收入 738
財務費用 (10,009)

除稅前溢利 110,376
稅項 (18,309)

期內溢利 92,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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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D業務分部
蛋白芯片業務 醫療保健業務 合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收益
對外銷售 138,646 15,436 154,082

業績
分類業績 94,410 805 95,215

不分類開支 (14,694)
利息收入 3,296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所得收益 6,026 6,026
財務費用 (4,599)

除稅前溢利 85,244
稅項 (2,638)

期內溢利 82,606

地區分類

由於本集團超過95%的營業額源自中國的業務，而本集團資產絕大部份位於中國，因此並
無呈列地區分類。

3. 其他收入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利息收入 738 3,296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所得收益 – 6,026
投資證券所得已變現收益 1,259 –
政府補貼 213 6,113

2,210 15,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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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財務費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借貸之利息 5,688 3,137
可換股債券之實際利息開支 4,321 1,462

10,009 4,599

5. 除稅前溢利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8,960 10,145
預付租金攤銷 747 737
僱員成本
　－董事酬金 3,020 2,721
　－其他僱員成本 18,775 12,852
　－以股份為基礎付款，不包括董事 520 495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不包括董事 60 62

總僱員成本 22,375 16,130

核數師酬金 800 700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38,495 28,512
研究及開發費用（計入其他開支） 2,522 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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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項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國企業所得稅
　－即期期間 12,171 10,791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 (8,153)
遞延稅項 6,138 –

18,309 2,638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九年月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香港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
利得稅作出撥備（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中國之稅項乃按中國現行稅率計算。根據中國有關法例及規例，本公司若干中國附屬公
司自首個獲利年度起計兩年內豁免中國所得稅，而其後三年之所得稅則獲減半（「稅項減
免」）。稅務減免於新法例按下文所述實施後適用於中國附屬公司，並將會二零零九年至二
零一二年屆滿。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國頒佈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主席令第六十三號）（「新稅
法」）。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六日，中國國務院頒佈新稅法的實施細則。根據新稅法及其實
施細則，本集團位於中國的附屬公司的企業所得稅率將由33%下調至25%，由二零零八年
一月一日起生效。董事認為，由於該等中國附屬公司正在自首個獲利年度起計兩年內獲豁
免中國所得稅，或分類為「技術及知識密集」企業而享有優惠稅率，因此新稅法於截至二
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對本集團並無重大影響。

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中國稅法規定中國附屬公司於派發溢利時須預扣稅項。就該等
溢利所產生之暫時差額，已於綜合財務報表中計提遞延稅項撥備約港幣6,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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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盈利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母公司權益持有人
　應佔年度溢利及盈利 88,744 82,163
具攤薄影響的潛在普通股︰
　－可換股債券利息 4,326 1,462

用作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盈利 93,070 83,625

股份數目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936,824,905 2,917,952,974
具攤薄影響的潛在普通股︰
　－購股權 – 29,264,594
　－可換股債券 468,891,776 41,408,840

用作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405,716,681 2,988,626,408

8. 應收帳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帳款 119,519 103,559
減：呆帳撥備 (2,211) (2,211)

117,308 101,348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應收代價 – 12,433
應收回增值稅 – 243
預付款項 9,056 8,534
其他 1,777 1,878

128,141 124,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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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一般給予貿易客戶30至90日的信貸期。於結算日已扣除呆帳撥備的應收帳款帳齡分
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60日 83,116 77,044
61-90日 24,462 16,987
91-180日 9,730 6,049
181-270日 – 1,268

117,308 101,348

9. 應付帳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帳款 10,395 7,616
預收款項 9,246 7,407
應計開支 14,078 21,302
應付在建工程款項 7,366 13,511
其他應付稅項 2,259 4,263
其他 1,622 4,005

44,966 58,104

於結算日之應付帳款帳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60日 8,757 6,831
61-90日 1,638 295
超過90日 – 490

10,395 7,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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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討論及分析

市場回顧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今年六月發表的最新經濟展望，環球經濟正慢慢開始從二
次大戰以來最嚴重的衰退中復甦，但預期復甦過程崎嶇，而全球各國仍需推行宏
觀經濟及金融政策以支持經濟增長。相信今年環球經濟將會收縮，而消費者信心
仍將疲弱。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環球金融危機爆發後，全球史無前例地在政策上迅速應變，中
國亦連同全球其他各國推出重大刺激經濟方案，包括貨幣、金融及財政措拖，以
穩定金融市場及推動全球經濟恢復增長。

隨著刺激經濟方案取得成效，中國二零零九年上半年的國內生產總值較去年同期
增長7.1%，達到人民幣13.99萬億元，成為全球少數仍取得經濟增長的國家之一。
然而，全國統計局最近發出警告，指中國經濟仍面對不少困難和挑戰，而經濟復
甦基礎仍未穩固。

根據二零零六年至二零一零年的十一五計劃，中國政府推算國內經濟將會按年增
長率8%增長，而在儲蓄水平偏高、外資流入及政府刺激經濟措施支持下，預期固
定資產投資將保持增長，繼續推動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

中國經濟於二零零一年至二零零八年期間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持續強勢增長，城鎮
及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分別按年平均增長9.9%及6.4%。於二零零八年，城鎮及農村
居民人均收入分別約為人民幣15,781元及人民幣4,761元，較上年度分別增長8.4%
及8.0%。該期間內的持續經濟增長使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斷改善，用於食品、衣
服、醫療保健、交通、通訊、教育、娛樂及住房等方面之開支持續增加。隨著生
活水平及醫療保健意識不斷提高，用於醫療保健產品及服務的開支亦有所增加。

業務回顧

在此全球經濟放緩期間，爆發甲型流感病毒H1N1亞型（或更普遍稱為「豬流
感」），進一步限制業務活動並影響到消費意欲。因此，本集團對其銷售擴張及財
務管理措施採取審慎政策。管理層已決定，直至大型刺激經濟方案及醫療改革開
支的正面效果更為顯著，以及中國的整體經營環境更為持續穩定之前，本集團繼
續維持現有的業務發展方向，並有意進一步加強現金流及資產負債表，期間會保
持靈活方法，不時檢討其財務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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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現時經營兩個業務分部，分別為產品、製造及分銷（「PMD」）業務分部及
醫療中心管理（「MCM」）業務分部。兩個業務分部均提供強勁現金流，互相提供
協同效益，並對本集團新開創的體外診斷試劑盒的開發有互補作用。

股東應佔純利為港幣88,700,000元（二零零八年：港幣82,200,000元），較去年同
期增加7.9%。股東應佔純利增加，主要由於來自PMD業務分部的現有銷售網絡的
C-12產品的整體銷售增加，以及來自MCM業務分部的收入貢獻所致。每股盈利為
3.02港仙（二零零八年︰2.82港仙），增加約7.1%。

PMD業務分部：

PMD指「產品、製造及分銷」，是高毛利率的體外診斷產品（「體外診斷試劑盒」）
之傳統主要業務分部。該業務分部包括蛋白芯片業務及醫療保健業務：

銷售專利產品C-12所得營業額為港幣171,000,000元（二零零八年：港幣
138,600,000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23.4%。更重要者，蛋白芯片業務錄得分部
溢利港幣117,200,000元（二零零八年：港幣94,400,000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
24.2%。

儘管採取較嚴緊的銷售政策，本集團於本年度上半年繼續取得可觀增長，售出合
共1,610,000片（二零零八年︰1,450,000片）蛋白芯片，較去年同期增加11.0%。
該增長可歸因於成功使C-12產品納入三個省份之省級醫療保障藥品目錄，而預期
銷售增長將可持續。

本集團決心推行其營銷計劃，包括擴展銷售網絡、增加芯片檢測儀使用率及推進
芯片組裝方式開發工作。

醫療保健業務

醫療保健業務現時包括兩個部門，即子宮頸癌保健部及醫療保健部。此項業務所
帶來之營業額為港幣20,600,000元（二零零八年：港幣15,400,000元）。本業務之分
部溢利為港幣3,000,000元（二零零八年：港幣800,000元）。

子宮頸癌保健部

本集團已正式推出其HPV DNA診斷試劑盒及順利於十八個省份委任分銷商，於
二零零九年上半年售出超過45,560個試劑盒，較去年同期增加281%。直至目前為
止，HPV DNA診斷試劑盒已獲准售予中國境內超逾136間醫院。

醫療保健部

本集團現時持有51%股權的上海市虹口區婦幼保健院繼續為本集團帶來正面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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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M業務分部

新經營的MCM分部指「醫療中心管理」，是健康檢測及管理之新業務。

多年來，本集團已成功在醫療保健行業內，與醫院、醫療中心及分銷商建立具價
值的聯繫，而本集團有意進一步借助本身作為具領導地位的生物醫療產品供應商
的實力和有關經驗，透過併購現有獨立醫療中心，並與中國的地區醫療中心組成
業務聯盟，以建立一個全國性的MCM中心網絡。

MCM將主要為需要體貼優質醫療服務的城市居民提供醫療服務，對本公司現有業
務有補充作用，尤其可加強及擴展為中國主要城市的居民提供健康檢測套餐之能
力。

MCM的設立亦將為本公司提供更大彈性，以擴展於中國的現有業務營運，更有效
引入新的篩檢及診斷設備，並提供強化客戶忠誠度的更全面之服務計劃。

於二零零八年十月三十日，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湖州數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收
購上海康培的75%股權。上海康培是於二零零零年一月十一日在中國註冊成立的
內資有限公司。

公司回顧

與認股權證一併發行債券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十八日，本公司與建銀國際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簡稱「建銀國
際」）訂立認購協議，內容有關按本金總額港幣232,572,000元發行及認購可換股債
券，並與認股權證一併發行。

建銀國際乃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投資公司，已投資數間在香港及海外上市的公
司，投資範圍覆蓋醫療保健、消費品及零售、能源、運輸、傳媒及房地產等領
域。建銀國際為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是在中國具領導地位的商業銀行，提供種類廣泛的商
業銀行產品及服務，在全國有超過13,000間分行。

本集團隨後已動用籌集的資金收購港龍生物技術(BVI)有限公司的95%股本權益。
本集團相信向建銀國際發行債券是與具領導地位銀行集團建立全面及互惠業務合
作關係之第一步。

擴展HPV DNA檢測平台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十六日，本集團收購港龍生物技術(BVI)有限公司（簡稱「港龍
BVI」）的95%股本權益，代價為港幣280,000,000元。收購後，本集團擁有港龍
BVI的100%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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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龍BVI擁有港龍生物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簡稱「港龍深圳」）的100%股本權
益，而港龍深圳為一家在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專門研發DNA技術及產品。

SNIPER技術是由港龍深圳開發及擁有的專利技術。SNIPER HPV DNA產品系列
乃專為檢測子宮頸癌而設，由港龍深圳開發，已獲中國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批准，檢定為體外診斷的醫療儀器。

倘及早檢測及治療癌前病變可全面預防子宮頸癌。世界衛生組織強烈建議18歲以
上或性事頻密的女性每年進行子宮頸疾病或癌症檢測。

收購港龍BVI讓本集團能將嶄新及新興技術結合本身完善的銷售及營銷網絡。全
球其中兩家最大的藥廠（Merck及GSK）近期推出HPV疫苗，以及HPV發現者獲頒
2008年諾貝爾醫學獎，將大幅提升HPV檢驗作為預防子宮頸癌主要工具之意識。

本集團於過去三年一直參與HPV測試市場，充份了解HPV測試作為子宮頸癌檢測
主要工具邁向主流之趨勢。此外，港龍深圳已展現將一項技術由概念階段進展至
獲監管批准及製造階段之能力。

此外，該收購有助本集團進入獲專利的分子診症平台，將可擴大本集團向中國客
戶提供的產品及服務。透過港龍深圳，本集團將能於分子診症市場之各範疇有效
競爭。

技術機會－甲型流感病毒的試劑盒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十日，本公司與上海人類基因組研究中心（「基因中心」）和上海
生物芯片有限公司（「上海芯片」）就先進的甲型流感病毒檢測試劑盒的共同研發及
生產達成重要的合作協定。

按合作協定的規定，由基因中心及上海芯片提供的技術研發的兩款檢測試劑盒
「甲型流感病毒分型檢測試劑盒（核酸擴增及測序法）」及「甲型流感病毒分型測試
劑盒（核酸擴增熒光法）」已完成，並將由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上海銘源數康生
物芯片有限公司（「數康」）就上述兩項產品向國家食品藥品監管局申請產品註冊。
數康、基因中心及上海芯片將共同擁有上述兩個產品所產生的所有知識產權。除
開發上述兩項產品外，合作三方並一致同意合作建立重大傳染性疾病應急檢測平
台技術及相關早期檢測產品研發。

甲型流感病毒（包括目前正在流行的甲型H1N1流感病毒）是嚴重危害人類健康的
傳染性疾病。及早偵測到甲型H1N1流感病毒，是防止疫情擴散的有效措施，並能
提升病人康復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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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中心於一九九八年建立，是實現國家科研計劃，進行人類基因組研究和應用
開發的國家級新型科研機構。基因中心是由來自上海相關生物技術行業的研究
院，聯同中國科學技術部、上海市政府及中國科學院（「中科院」）等多家政府機構
投資建立的研發中心。

上海芯片於二零零一年成立，是在中國具領導地位的生物技術公司，亦為上海進
行生物芯片設計及工程的國家級工程中心。上海芯片擁有先進的技術平台及實驗
室，由強大的研發、服務、推廣及營銷團隊營運，提供一系列的生物芯片產品和
相關技術服務，並自行研發藥品及相關診症產品。上海芯片由中國政府出資，並
由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國內知名大學、研究院、醫院及具領導地位的生
物技術公司等十一名股東創立。

腫瘤預防健康險保險計劃－範圍擴展至上海以外地區

本集團於二零零七年三月開始實施與中國人壽訂立的嶄新安排。據此，本集團會
提供C-12蛋白芯片用作於上海進行的「腫瘤預防健康險」評估，於二零零八年已在
上海就有關計劃售出逾360,000片C-12蛋白芯片。根據中國人壽的反饋，腫瘤預防
健康險總體上較受歡迎及銷售相對簡單，因為對中國人而言腫瘤乃排名首位的惡
疾，而腫瘤預防健康險符合一般保險客戶的預期需要。

建基於上海的成功業務模式，本集團及中國人壽計劃合作把上海的業務模式推展
至中國人壽在中國多個主要城市的分公司。原先於二零零八年開展的計劃受到全
球金融危機的影響而延誤，而本集團有意於二零零九年第四季與中國人壽重新啟
動該計劃。

此外，本集團將繼續檢討經營方面的情況，以改善向中國人壽客戶提供之服務質
量。本集團已準備因應需要作出調整，以實現更加以客為本的服務模式。

中國人壽現時在中國擁有最龐大的分銷網絡，包括逾3,600家分公司、超過
638,000名獨家個人保險代理及13,000名保險直銷代表。本集團對上海方面的進展
感到欣慰，而中國人壽亦準備將該服務模式推展至其他城市。隨著本集團已成功
建立穩定的銷售收入渠道，本集團將視上述服務模式的複製過程為首要工作，並
將投放有關資源，配合中國人壽其他分公司推出「腫瘤預防健康險」。

基本醫療制度－新篇章

本集團的C-12產品合資格列為中國三個省份的基本醫療保險計劃下的受資助藥
品，而本集團已在中國其他主要省市就受資助藥品的地位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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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資助藥品的資格審查程序非常嚴格及艱巨，及會以（其中包括其他因素）臨床需
要、安全性及療效、合理定價及易於使用為審核基準。在上述三個省份成功申請
的基礎上，本集團現時正向其他省市作出申請，將C-12產品列為個人基本醫療保
險計劃下的受資助藥品，並相信C-12應用的優良過往記錄乃通過資格審核的主要
先決條件。

醫療改革正如火如荼地進行，中國醫療保健行業將繼續走現代化道路，在過去十
年已成為全球增長最快的醫療保健市場。醫療保健總開支及人均醫療保健開支以
每年平均超過16%的速度遞增。如此驚人的增長背後實有賴生活水平提高、人均
收入增加、人口老化、醫療保健意識加強，以及中國政府致力透過改革城市及農
村醫療體系及增加醫療保健預算以建立和諧社會所致。

企業管治及投資者關係策略

本集團的營運模式有別於股票市場傳統業務的營運模式，亦明白亞洲投資人士可
能較難掌握其業務性質，因此深信有需要建立更主動的溝通渠道，以闡釋本集團
的業務模式及全球疾病早期檢驗市場的潛力。

於本年度上半年，本集團繼續致力加強與投資者的關係。本集團已設立多種溝通
渠道，以便向現有股東及投資人士解釋本公司的管理哲學、經營情況及未來投資
與發展策略。

本年度上半年，本集團的代表與投資者及有關人士舉行會議，總出席人數達71
人。與會者按類別劃分包括基金經理(82%)、分析員(6%)、銀行家(3%)、傳媒
(8%)及其他(1%)。此外，本集團亦進行了1次路演及2次投資者論壇，總出席人數
達50人。

本年度上半年，本集團亦參與由摩根士丹利、瑞士信貸及瑞銀等多家國際證券行
舉辦的財務機構公司簡報。

董事局相信施行有效的企業管治，持之以恆地與以生物醫療公司為投資目標的投
資人士建立溝通平台，長遠有助本集團提升價值，與全球生物科技上市公司並駕
齊驅，從而為股東爭取更高回報。

前景

作為中國早期測試及疾病檢測領域的生物醫療公司之首，本集團引以為傲。本集
團了解此行業面對多方面的挑戰及風險，於執行業務計劃時不斷檢討及作出相應
改動。中國是最大及增長最快的保健產品及服務市場之一，同時亦是一個非常獨
特的市場，經營者需要對醫療行業、法規及營運機制的現況有充份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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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八年，中國政府宣佈一項預算金額為人民幣8,500億元的重大醫療改革計
劃，將於二零一一年年底前投入該金額，並向全中國人民提供全面的醫療服務。
今年六月，國務院轄下醫療改革辦公室（「國務院醫改辦公室」）宣佈，至今已投放
約人民幣716億元興建986間縣級醫院、3,549間鄉鎮衛生院及1,154間社區衛生服
務中心。

更振奮的是，國務院醫改辦公室亦於六月底表示，約3.37億城市居民已參與醫
療保險計劃，較去年底增加1,900萬人。同時，受保障的鄉村居民人數合共8.3億
人，增加1.6億人。

本集團對其業務計劃的推行進度感到振奮，其內容主要集中於產品系列的多元化
發展、擴展銷售渠道、擴充生產、物色技術夥伴、以及進行技術推廣等，這使與
中國人壽其他分公司作出的銷售安排得以持續擴大，並成功將C-12產品納入省級
的受資助藥品目錄。

本集團繼續按部就班根據KM2003目標的方針實行業務計劃，加強分銷網絡及工
作，不斷改良生產程序及提高效率，並善用其專利及特許平台適時推出及改良用
於早期疾病檢測的生物醫療產品。

篩查測試的概念在於檢測並無任何病徵的人體有否潛在健康失調或疾病，旨在及
早發現，以改變生活模式或進行監察，減低發病的風險，或及早治療，以取得最
佳成效。篩查測試亦可提高個人對健康狀況的意識。篩查測試並非診斷，但可用
作識別是否需要進行額外測試或診斷以斷定有否患病。

除可減低不明確、含糊或混淆的結果，篩查測試亦可檢測出潛在問題。雖然篩查
測試並非絕對準確，但醫生建議及時篩查非常重要。以癌症腫瘤為例，證據顯示
早期發現腫瘤可及早治療，治癒的機會率亦較高。

本集團對可為相信早期疾病檢測及預防的人士提供可靠選擇深感自豪，而於過去
數年，本集團已成功開發前所未有的癌症篩查市場需求。同時，本集團計劃發展
特定癌症腫瘤類型的診斷蛋白芯片，以增加有關癌症的產品種類，及進一步推廣
HPV DNA檢測產品作為檢測及防止子宮頸癌之有效測試及診斷工具。

收購附屬公司

於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八日，本集團訂立一項協議，按代價人民幣310,000,000元
（約等於港幣351,726,000元）收購上海康培生物醫藥技術有限公司75%權益。上海
康培生物醫藥技術有限公司為於二零零零年一月十一日在中國成立之內資有限公
司。上海康培生物醫藥技術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為中國的客戶提供醫
療診斷、健康檢查及醫療評估服務。該收購已於二零零九年一月十二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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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九年四月十六日，本集團訂立一項協議，按代價港幣280,000,000元收購
港龍生物技術(BVI)有限公司的95%權益。港龍生物技術(BVI)有限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從事DNA技術及產品的研發。該收購已於二零零九年五月十六日完成。

有關交易已使用收購會計法入賬。

在交易當中收購的資產淨值以及收購產生的商譽如下：

上海康培生物醫藥技術有限公司 港龍生物技術(BVI)有限公司
於合併前被
收購公司的

賬面值
暫定公平值

調整 暫定公平值

於合併前被
收購公司的

賬面值
暫定公平值

調整 暫定公平值
暫定公平值

總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所收購的資產淨值：

物業、機器及設備 13,621 – 13,621 1,947 – 1,947 15,568
於共同控制實體的投資 62,380 – 62,380 – – – 62,380
無形資產 – 60,000 60,000 – 200,000 200,000 260,000
存貨 224 – 224 615 – 615 839
應收帳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31,807 – 31,807 405 – 405 32,212
銀行結存及現金 814 – 814 1,309 – 1,309 2,123
應付帳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8,809) – (8,809) (4,069) – (4,069) (12,878)

100,037 60,000 160,037 207 200,000 200,207 360,244

少數股東權益 (40,009) (10,010) (50,019)
商譽 231,698 89,803 321,501

總代價 351,726 280,000 631,726

總代價以下列方式支付：

現金 351,726 280,000 631,726

收購產生的現金流出淨額：

所收購的現金及等同
　現金項目 814 1,309 2,123
已付現金代價 (351,726) (280,000) (631,726)

(350,912) (278,691) (629,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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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上述收購所作的初步入賬乃暫時釐定，以待收取有關所收購附屬公司的若干相
關資產及負債的專業估值報告。商譽港幣321,501,000元乃主要來自代價與所收購
相關資產及負債公平值之間的差額，而由於所收購資產及負債的公平值乃暫時釐
定，因此商譽或會於初步入賬落實時有進一步變動。

財務回顧

營業額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營業額由去年同期之港幣
154,000,000元增加35.1%至港幣208,000,000元。本集團核心業務蛋白芯片業務繼
續為增長之主要動力。該分部的總銷售額由去年同期之港幣139,000,000元增加
23.0%至港幣171,000,000元。醫療保健分部的營業額由去年同期之港幣15,400,000
元增加33.8%至港幣20,600,000元。期內新經營的MCM業務分部的營業額為港幣
16,000,000元。

開支

總銷售及分銷以及行政開支（不包括折舊）增至港幣45,000,000元（二零零八年上
半年：港幣41,000,000元），較二零零八年上半年增加9.4%。這主要是由於期初時
收購兩組業務所致。然而，上述開支的增幅低於該兩項新業務所取得的銷售額增
加。總銷售及分銷開支佔二零零九年上半年總銷售額之約8.7%（二零零八年上半
年：7.1%）。

財務開支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財務開支為港幣10,000,000元（二零零八年
上半年：港幣4,600,000元）。此增加是由於銀行借貸增加以及於二零零九年三月
發行港幣232,600,000元的可換股債券所致。

純利

期內純利增加10.3%至港幣92,100,000元，而去年同期為港幣82,6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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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結算日，下列資產均已作為本集團所獲一般銀行及信貸之抵押︰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預付租金 43,507 43,728
樓宇 164,704 172,464
在建樓宇 82,376 81,160
持作買賣投資 – 2,385
已抵押銀行存款 17,019 16,923

307,606 316,660

流動資金及融資

本集團在管理流動資金及財務事宜方面採取審慎政策，並就此制訂指引。該等指
引涉及本集團的負債狀況、融資安排及利率風險管理。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銀行結存為港幣366,000,000元（二
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619,800,000元）。根據銀行及其他借貸額港幣
448,600,000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237,200,000元）及股東資金港
幣1,168,500,000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1,014,900,000元）計算，本
集團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的資產負債比率為38.4%（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23.4%）。

本集團的銀行借貸均以港幣及人民幣計算。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尚未
償還的銀行借貸合共為港幣207,800,000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199,900,000元）。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銀行借貸實際利率介乎每年約3.87厘
至6.53厘（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介乎1.85厘至6.34厘）。

來自PMD業務分部及MCM業務分部的收益以及採購物料、零件、設備及薪金的
付款均以人民幣計算。本集團認為無需利用金融工具進行對沖，而承受的匯率波
動風險輕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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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
然負債。

股息

董事已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
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僱員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共有1,122名僱員（二零零八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502名僱員）。本集團僱員人數大幅增加是由於本集團於年初時收
購兩家集團公司。僱員的酬金、晉升及薪金調整會根據其職責、工作表現、經驗
及行內慣例而衡量。

買賣或贖回股份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並無贖回其任何股份。本公
司、其附屬公司或共同控制實體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並無
購入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公司管治

聯交所已引進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生效的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的企業管治常
規守則（「管治守則」）。董事局已採取適當措施採納管治守則，藉此繼續加強公司
管治，從而提高透明度，保障股東的整體利益。

除下列各項外，本公司各董事概不知悉任何資料合理顯示本公司現時或在回顧年
度任何時間曾有任何違返管治守則的情況︰

管治守則第A.4.1條規定，每名董事應有指定任期，並應至少每三年輪流退任一
次。年內，非執行董事並無指定任期，彼等並須根據本公司細則於本公司週年大
會上輪流退任及重選。

公司細則第109條規定，除執行主席外，在本公司每次股東週年大會上，自上次獲
選起計任期最長的三分之一本公司董事（如董事數目並非三或其倍數，則以最接
近而不逾三分之一的數目為準）須退任，而退任董事可再重選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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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的董事數目計算，一名非執行董事將在出任董事局成員
約兩年，直至須在董事局輪值告退為止。董事認為上述安排與管治守則的宗旨相
符。

董事局採納了上市規則附錄10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作為董事
及高級管理人員買賣本公司證券的操守準則。

本公司已向各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作出個別查詢，各人確認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
月三十日止期間一直貫徹奉行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接獲各獨立非執行董事根據上市規則第3.13條就其獨立性作出的確認聲
明。本公司認為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均屬獨立。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該等董事在核數、法律事務、商業、會
計、企業內部監控及監管事務等方面具有豐富經驗。

審核委員會定期舉行會議，審閱本公司財務報表的完整性、準確性及公允程度。
審核委員會衡量內部或外部審核工作之性質及範圍，並評估本公司設立之內部監
控制度是否有效，以便董事局監察本集團之整體財政狀況及保障資產。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
表。

薪酬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由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林家禮博士（主席）及李思浩先生，以及首席執
行官錢禹銘先生組成。

薪酬委員會負責不時檢討及評估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的薪酬政策，以及向董事局
作出建議。

投資者關係及溝通

本集團採取積極的投資者關係及溝通政策，定期與機構投資者及分析員舉行會
議。為了促進有效溝通，本公司設立網站(www.mymedicare.com.hk)，以電子方式
向股東發放最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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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網站及聯交所刊登中期報告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將載有上市規則規定的一切資
料，並分別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刊登，本公司亦會在適當時候向股東寄發中期
報告。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姚原先生（主席）、錢禹銘先生（首席執行官）、姚涌先
生、胡軍先生及余惕君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楊振華先生及馬永偉先生；獨立非執
行董事為林家禮博士、胡錦華先生及李思浩先生。

承董事局命
錢禹銘

首席執行官

香港，二零零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