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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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所產生或因依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681）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 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收入為人民幣993,528,000元，較截至
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增加約12.1%。

• 於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溢利為人民幣
296,729,000元，較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增加約18.4%。

• 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分別約為人民幣
0.3743元及人民幣0.3733元，較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分別增加約
19.5%及19.8%。

• 董事局不建議派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並將於審議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業績的董事局會議上考慮按照既往年度派息水
平派發全年股息。

中期業績

康臣葯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局（「董事局」）欣然公佈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財務
業績（「中期業績」）。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及本集團之外聘核數師已
審閱中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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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列示）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附註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3及4 993,528 886,526
銷售成本 (255,437) (225,286)

毛利 738,091 661,240
其他收入 5 25,451 29,758
分銷成本 (327,422) (276,814)
行政開支 (135,299) (102,598)
撥回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的減值虧損 12,790 1,346

經營性溢利 313,611 312,932
融資成本 6(a) (4,094) (5,241)

稅前溢利 6 309,517 307,691
所得稅 7 (13,877) (62,785)

期內溢利 295,640 244,906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股東 296,729 250,644
 －非控股權益 (1,089) (5,738)

期內溢利 295,640 244,906

每股盈利（人民幣元）
 －基本 8 0.3743 0.3132

 －攤薄 8 0.3733 0.3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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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列示）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內溢利 295,640 244,906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中國內地境外業務的財務報表的匯兌差額 (57) (158)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295,583 244,748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股東 296,672 250,486
 －非控股權益 (1,089) (5,738)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295,583 24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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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2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列示）

附註
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739,159 724,633
投資物業 9 15,373 15,620
使用權資產 9 130,921 133,815
無形資產 9 326,784 341,664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計量的金融資產 6,500 –
其他預付款 33,339 44,318
遞延稅項資產 40,748 46,859

非流動資產總值 1,292,824 1,306,909

流動資產
存貨 10 257,741 243,035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320,596 369,567
預付款 24,156 14,584
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的銀行存款 510,000 230,000
受限制現金 – 2,32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2 1,940,625 2,196,323

流動資產總值 3,053,118 3,055,829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3 718,796 750,214
貸款及借款 14 466,424 599,302
租賃負債 3,401 3,124
遞延收益 2,231 2,231
即期稅款 6,086 2,536

流動負債總額 1,196,938 1,357,407

流動資產淨值 1,856,180 1,698,422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3,149,004 3,005,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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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2年6月30日－未經審核（續）
（以人民幣列示）

附註
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8,547 8,547
遞延收益 20,085 16,700
遞延稅項負債 69,712 69,303

非流動負債總額 98,344 94,550

資產淨值 3,050,660 2,910,781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6(c) 63,450 64,800
儲備 2,695,223 2,552,905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權益總額 2,758,673 2,617,705
非控股權益 291,987 293,076

總權益 3,050,660 2,910,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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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以人民幣列示，除非另有註明）

1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乃摘錄自本集團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報告。

中期財務報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包括
遵守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
號，中期財務報告），並獲授權於2022年8月26日刊發。

中期財務報告乃按與2021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之相同會計政策編製，惟預期將反映於
2022年年度財務報表中之會計政策變動除外。會計政策變動詳情載於附註2。

編製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的中期財務報告要求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而有
關判斷、估計及假設會影響政策的應用及由年初至今的資產與負債、收入及開支的呈報金
額。實際結果可能有別於該等估計。

中期財務報告包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及經選錄的解釋附註。附註包括對了解本集團自
2021年年度財務報表以來的財務狀況及表現所出現的變動而言屬重要的事項及交易的解
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其附註並不包括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所編製的完整財務報表所規定的一切資料。

2 會計政策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以下於本集團現行會計期間首次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本），物業、廠房及設備：擬定用途前的所得款項

•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本），撥備、或然負債及或然資產：虧損性合約－履行合
約的成本

該等修訂概無對本集團於本中期財務報告中有關現時或過往期間業績及財務狀況的編製或
呈列方式造成重大影響。本集團並無應用任何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新訂準則或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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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及分部報告

本集團按產品線管理其業務。本集團已呈列下列兩個可申報分部，其列報方式與為分配資
源及評估表現目的而向本集團最高行政管理人員內部報告資料的方式貫徹一致。並無合併
經營分部以組成下列可呈報分部。

－ 康臣葯業分部：此分部生產及銷售現代中成藥及醫用成像對比劑。

－ 玉林製藥分部：此分部生產及銷售傳統中成藥。

(a) 收入分拆

來自與客戶訂立之合約的收入按主要產品之分拆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範圍內之
 來自與客戶訂立之合約的收入
腎科藥物 701,135 614,944
對比劑 70,418 62,422
骨科藥物 56,636 18,699
皮膚科藥物 54,385 46,342
肝膽藥物 10,679 40,293
婦兒藥物 85,977 84,867
其他 14,298 18,959

993,528 886,526

由於超過99%之收入（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99%）來自中國市場，故並無按
地區市場呈列本集團收入及業績之分析。

來自與客戶訂立之合約之收入按收入確認之時間之分拆披露於附註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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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有關損益、資產及負債之資料

為評估分部表現及在分部間分配資源，本集團最高行政管理人員根據以下基準監察
各可呈報分部應佔的業績、資產及負債：

分部資產包括所有有形、無形資產及流動資產，而遞延稅項資產則除外。分部負債
包括由各分部直接管理的個別分部生產及銷售活動應佔的貿易應付賬款、應計費
用、應付票據、遞延收益及租賃負債以及銀行借款，而即期稅款及遞延稅項負債則
除外。

收入及開支乃經參照該等分部產生的銷售額及開支或該等分部應佔資產折舊或攤銷
產生的開支，分配至可呈報分部。

用於呈報分部溢利的指標為毛利。本集團資深管理層獲提供有關分部收入及毛利的
分部資料。

下文載列來自與客戶訂立之合約之收入按收入確認之時間之分拆，以及期內為分配
資源及評估分部表現而向本集團最高行政管理人員提供的本集團可呈報分部之資料：

康臣葯業分部 玉林製藥分部 總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2022年 2021年 2022年 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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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收入確認之時間之分拆
時間點 862,136 768,176 131,392 118,350 993,528 886,526

可呈報分部收入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 862,136 768,176 131,392 118,350 993,528 886,526

可呈報分部溢利
毛利 677,714 611,584 60,377 49,656 738,091 661,240

於6月30日╱12月31日

可呈報分部資產 2,860,236 2,848,311 1,486,828 1,504,335 4,347,064 4,352,646

可呈報分部負債 854,264 1,000,841 407,090 416,044 1,261,354 1,416,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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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可呈報分部溢利的對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來自本集團外部客戶之可呈報分部溢利 738,091 661,240
其他收入 25,451 29,758
分銷成本 (327,422) (276,814)
行政開支 (135,299) (102,598)
撥回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的減值虧損 12,790 1,346
融資成本 (4,094) (5,241)

綜合稅前溢利 309,517 307,691

4 經營的季節性特徵

由於本集團一般在新年假期前的第四季度向經銷商銷售更多醫藥產品，本集團醫藥產品第
四季度銷售額較年內其他季度平均高出50%。本集團通過於下半年度提高產量，增加庫存
以應對該需求。

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十二個月，本集團錄得收入人民幣2,151,662,000元（截至2021年6
月30日止十二個月：人民幣1,873,500,000元）及毛利人民幣1,604,187,000元（截至2021年6
月30日止十二個月：人民幣1,411,321,000元）。

5 其他收入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政府補助
 －無條件補貼 8,461 1,735
 －有條件補貼 1,115 1,123
投資物業淨租金收入 385 241
利息收入 23,576 20,652
處置物業、廠房及設備產生的虧損 (1,028) (109)
淨匯兌（虧損）╱收益 (6,405) 5,495
其他 (653) 621

25,451 29,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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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前溢利

稅前溢利乃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後得出：

(a) 融資成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貸款利息 3,804 3,167
貼現票據利息開支 13 2,074
租賃負債利息 277 –

4,094 5,241

(b) 員工成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薪金、工資、花紅及福利 186,173 158,774
界定供款退休計劃供款 7,774 6,610
以股權結算並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
 購股權計劃 (1,784) 15,984

192,163 181,368

(c) 其他項目：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折舊及攤銷費用
 －投資物業 247 255
 －物業、廠房及設備 21,372 19,404
 －使用權資產 2,894 1,567
 －無形資產 14,880 14,880
撥回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的減值虧損 (12,790) (1,346)
租賃費用 1,765 2,342
研發成本(i) 49,084 34,377
存貨撇減 7,444 14,484

(i)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研發成本包括與員工成本、折舊及攤銷開支和
經營租賃費用相關的人民幣11,027,000元（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
幣15,623,000元），以上金額亦計入上文或附註6(b)就各開支類別獨立披露的相
應總金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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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稅項
中國所得稅撥備 7,357 35,967
中國股息預扣稅 – 22,522

遞延稅項
產生及撥回暫時性差額 6,520 26,818
股息分派的影響 – (22,522)

13,877 62,785

(i) 康臣葯業（內蒙古）有限責任公司及廣州康臣葯業有限公司（「廣州康臣」）獲認證為
「高新技術企業」，它們可分別從2021年至2023年及2020年至2022年享受優惠所得稅
稅率15%。

廣西玉林製藥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及廣西玉林玉藥膠囊有限公司獲認證為於中國西部
營運的鼓勵性產業公司，它們均可從2011年至2030年享受優惠所得稅稅率15%。

此外，根據中國財政部及國家稅務總局於2021年5月18日發佈的《關於新疆喀什霍爾
果斯兩個特殊經濟開發區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的通知》，康臣葯業（霍爾果斯）有限公
司自取得經營收入的第一年，即2021年起5年內全部免徵所得稅。

(ii) 根據有關稅法及其實施細則，除非自2008年1月1日起賺取的溢利獲稅務條例或安排
寬減，否則非中國居民企業投資者應收中國居民企業的股息須按10%繳納預扣稅。
本公司及其香港附屬公司獲得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身份證明書，並符合「內地和香港
特別行政區關於對所得避免雙重徵稅和防止偷漏稅的安排」的條件。因此，就中國預
扣稅而言，本公司及其香港附屬公司於2020曆年及其後兩個曆年已採用5%的預扣稅
率。

本集團董事已確定，在釐定中國附屬公司日後向於香港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分派的
股息金額時，將考慮本公司已宣派或將宣派的股息金額及本公司貸款及借款的還款
時間表。於2022年6月30日，根據於可預見的未來廣州康臣預期會向本公司派發股
息，計提遞延稅項負債人民幣9,175,000元（2021年12月31日：人民幣6,257,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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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中期期內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溢利人民幣296,729,000元（截
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250,644,000元）及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
792,824,000股（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800,201,000股）計算。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千股 千股

於1月1日已發行普通股 824,218 819,625
已行使購股權的影響 435 274
根據股份獎勵計劃持有的庫存股的影響 (18,482) (19,698)
購回及註銷股份的影響 (13,347) –

於6月30日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792,824 800,201

(b) 每股攤薄盈利

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溢利人民幣296,729,000元（截至2021年6月
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250,644,000元）及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794,777,000股（截至
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804,121,000股）計算。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千股 千股

於6月30日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792,824 800,201
購股權計劃項下視同發行股份的攤薄影響 1,953 3,920

於6月30日普通股加權平均數（攤薄） 794,777 804,121

9 投資物業及物業、廠房及設備、使用權資產以及無形資產

(a) 使用權資產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概無增加使用權資產。

(b) 購買及處置自有資產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以成本人民幣37,459,000元（截至2021年6月
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20,554,000元）購得物業、廠房及機器項目。於截至2022年6
月30日止六個月，處置了賬面淨值為人民幣1,561,000元（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
月：人民幣397,000元）之廠房及機器項目，導致處置虧損人民幣1,028,000元（截至
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09,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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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無形資產

無形資產為賬面值人民幣 2 5 0 , 7 4 4 , 0 0 0元的商標（2 0 2 1年 1 2月 3 1日：人民幣
250,744,000元）及賬面值人民幣76,040,000元的專利（2021年12月31日：人民幣
90,920,000元）。

於2022年6月30日，總賬面淨值為人民幣2,144,000元（2021年12月31日：人民幣
2,500,000元）的四項專利被抵押作為本集團銀行貸款的擔保。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概無確認減值虧損（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無）。

(d) 投資物業的估值

本集團的投資物業位於中國，其地址分別為：廣西省玉林市城站路1號的部分土地及
建築物，目前出租予第三方經營酒店業務；及廣西省玉林市玉州區苗園里162號的土
地及建築物，目前出租予第三方作為倉儲用途。

本集團的投資物業於綜合財務狀況表按成本減累計折舊及減值虧損列賬。於2022年6
月30日及2021年12月31日投資物業的賬面值與其公允值並無重大差異。

10 存貨

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原材料 161,890 148,255
在製品 50,566 43,609
製成品 45,285 51,171

257,741 243,035

1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截至報告期末，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已計入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以發票日期或票
據發行日期為基準並扣除呆賬撥備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3個月內 221,102 281,114
3至12個月 62,298 36,950
12個月以上 12,412 33,162

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扣除虧損撥備(i) (ii) 295,812 351,226
其他應收款項 24,784 18,341

320,596 369,567

(i) 貿易應收賬款，扣除呆賬撥備。貿易應收賬款通常自發出賬單日期起30日至90日內
到期。

(ii) 所有應收票據均於一年內到期，賬齡自發行日期起開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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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截至報告期末，位於中國大陸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為人民幣1,565,423,000元（2021年12
月31日：人民幣1,378,567,000元）。將資金匯出中國大陸須遵守外匯管制的相關規則及法
規。

13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截至報告期末，貿易應付賬款（已計入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以發票日期為基準的賬齡分
析如下：

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個月內 54,335 47,535
一至十二個月 7,430 15,904
十二個月以上 1,056 3,199

貿易應付款項總額 62,821 66,638
合約負債 17,356 18,979
退還負債 56,827 76,332
應計開支 342,591 307,785
應付僱員福利 121,399 157,743
其他應付款項 86,128 91,063
項目開發按金 31,674 31,674

718,796 750,214

14 貸款及借款

(a) 銀行貸款的還款時間表分析如下：

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年內 466,424 599,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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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已質押作為銀行貸款擔保及契諾的資產

銀行貸款及透支的抵押情況如下：

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貸款
 －有抵押 30,000 30,000
 －無抵押 436,424 569,302

466,424 599,302

於2022年6月30日，銀行貸款人民幣30,000,000元乃以2022年6月30日賬面值為人民
幣2,144,000元的四項專利作抵押（2021年12月31日：人民幣2,500,000元）。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銀行融資總額為人民幣640,360,000元（2021年12月31
日：人民幣1,008,480,000元），當中已動用人民幣466,424,000元（2021年12月31日：
人民幣599,302,000元）。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金額為人民幣534,840,000元（2021年12月31日：人民幣
579,680,000元）的部分銀行融資受制於對本集團或其附屬公司某些財務比率的約定
（該等約定常見於金融機構的貸款安排中）。假若本集團違反了該等約定，已提取的
貸款便會變成須按要求償還。本集團定期監察遵守該等約定的情況。於2022年6月30
日，本集團並無違反任何與已提取貸款相關的約定（2021年12月31日：無）。

15 以股權結算並以股份為基礎的交易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866,000份購股權獲行使（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2,755,000股股份）。

16 資本、儲備及股息

(a) 購買自身股份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回購其自身
7,996,000股股份（「購回股份」）如下：

年╱月
已回購

股份數目
每股已付
最高價格

每股已付
最低價格

已付
價格總額

港元 港元 千港元

2022年1月 590,000 4.59 4.38 2,649
2022年4月 4,578,000 4.64 3.82 19,835
2022年5月 2,828,000 4.70 4.18 12,460

34,944

回購乃受香港公司條例第257條規管。回購股份的已付總額34,944,000港元（相當於
約人民幣29,066,000元）乃以本公司的可供分派儲備撥付。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18,111,000股購回股份被註銷（截至2021年6月30日
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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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股息

(i) 中期期間應付權益股東股息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期期間後宣派及支付的中期股息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每股0.1港元） – 66,874

董事局不建議派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ii) 上一財政年度應付權益股東的股息，已於中期期間批准及支付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上一財政年度末期股息，已於截至2022年6月
 30日止中期期間獲批准及支付每股0.2港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每股0.2港元） 128,691 133,950
減：就購回股份支付的股息 (1,199) –

127,492 133,950

(c) 股本

(i) 已發行股本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股份數目 繳足股份面值 繳足股份面值
千股 千港元 人民幣千元

於2022年1月1日 824,218 82,422 64,800
期內註銷股份（附註16(a)） (18,111) (1,811) (1,424)
根據購股權計劃發行的股份
 （附註16(c)(ii)） 866 87 74

於2022年6月30日 806,973 80,698 63,450

本公司普通股面值為每股0.10港元。

(ii) 因購股權計劃行使而發行的股份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購股權獲行使以認購合共866,000股（截至
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2,755,000）本公司普通股，代價為3,171,000港元（相
當於約人民幣2,638,000元），其中人民幣74,000元及人民幣2,564,000元分別計
入股本及股份溢價賬。根據本公司會計政策，人民幣639,000元已由資本儲備轉
移至股份溢價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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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金融工具的公允值計量

(a) 按公允值計量的金融資產

(i) 公允值層級

下表呈列本集團於報告期末按經常性基準計量的金融工具公允值，有關公允值
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允值計量」所界定的公允值三級架構中進行分
類。公允值所歸類的層級乃經參考以下估值方法所用的輸入數據的可觀察性及
重要性而釐定：

• 第一級估值：  僅使用第一級輸入數據（即於計量日期相同資產或負債
於活躍市場的未經調整報價）計量的公允值

• 第二級估值：  使用第二級輸入數據（即未能達到第一級的可觀察輸入
數據）且並非使用重大不可觀察輸入數據計量的公允
值。不可觀察輸入數據為無法取得市場數據的輸入數
據

• 第三級估值： 使用重大不可觀察輸入數據計量的公允值

本集團設有以財務經理為首的團隊，為包括非上市投資基金在內的金融工具進
行估值。該團隊直接向財務總監匯報。

於2022年
6月30日的
公允值

於2022年6月30日
公允值計量分為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常性公允值計量

金融資產：
非上市投資基金 6,500 – 6,500 –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第一級與第二級之間並無轉撥，亦無向第三級
轉入或轉出（2021年：無）。本集團的政策是於公允值層級之間出現轉撥的報告
期末確認有關轉撥。

(ii) 第二級公允值計量所用的估值方法及輸入數據

計入第二級的非上市投資基金的公允值乃按近期市場交易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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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承擔

於2022年6月30日並未在中期財務報告撥備的未履行資本承擔：

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就收購物業、機器及設備已訂約 139,444 146,010
就收購物業、機器及設備已批准但未訂約 304,475 336,485

總值 443,919 482,495

19 重大關聯方交易

主要管理人員酬金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薪金及其他福利 20,537 16,672
界定供款退休計劃供款 77 45
以股權結算並以股份為基礎的支出 766 3,543

21,380 20,260

總酬金計入「員工成本」內（見附註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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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以下討論及分析應與本集團的未經審核的中期財務報告一併閱覽。本集團的中期
財務報告乃按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業務與財務回顧

銷售收入

本集團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收入為人民幣993,528,000元，與上年度
同期的人民幣886,526,000元相比，增長約12.1%。

按產品系列分類，腎科系列產品銷售較去年同期錄得增長達14.0%，其中尿毒清
顆粒仍然是本集團的皇牌產品，維持市場領先地位；醫用成像對比劑銷售較去
年同期增長達12.8%，仍然穩佔國內磁共振成像對比劑市場的前列；骨傷系列產
品銷售較去年同期增長約202.9%；皮膚系列產品銷售較去年同期增長約17.4%；
肝膽系列產品銷售較去年同期下降73.5%；婦幼系列產品銷售較去年同期增長
1.3%；其他藥物銷售較去年同期下降24.6%。整體銷售收入的增加主要是由於本
集團持續致力開拓產品市場以及發展全國各地的銷售網絡所致。

毛利與毛利率

於2022年上半年，本集團的毛利為人民幣738,091,000元，與2021年同期的人民幣
661,240,000元相比，增加11.6%。毛利增加的原因主要是由於銷售增加。於2022
年上半年，本集團的平均毛利率為74.3%，與2021年同期的74.6%相比，輕微減少
0.3%，基本持平。

其他收入

於2022年上半年，本集團的其他收入為淨收入人民幣25,451,000元，主要包括政
府資助、利息收入及匯兌虧損。與2021年同期的淨收入人民幣29,758,000元相
比，減少主要是由於期內人民幣貶值所產生與港元貸款有關的匯兌虧損淨額所
致，而2021年同期為人民幣升值產生的匯兌收益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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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銷成本

於2022年上半年，本集團的分銷成本為人民幣327,422,000元，與2021年同期的人
民幣276,814,000元相比，增加約18.3%。分銷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期內本集團
增加市場推廣和學術推廣活動（以擴充市場推廣及分銷網路）所致。

行政開支

於2022年上半年，本集團的行政開支為人民幣135,299,000元，與2021年同期的人
民幣102,598,000元相比增加約31.9%，主要是期內研發費用及人工成本增加所致。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的減值虧損

於 2 0 2 2年上半年，本集團的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的減值虧損回撥為人民幣
12,790,000元，而2021年同期減值虧損回撥為人民幣1,346,000元，變動主要是因
期內加強貿易應收賬款管理，逾期的貿易應收款項總帳面值減少所致。

融資成本

於2022年上半年，本集團的融資成本為人民幣4,094,000元，與2021年同期的人民
幣5,241,000元相比減少約21.9%，主要是因為期內貼現票據減少所致。

所得稅

於2022年上半年，本集團的所得稅費用為人民幣13,877,000元，與2021年同期的
人民幣62,785,000元相比，減少77.9%。實質稅率（所得稅開支除以稅前溢利）從
2021年上半年的20.4%，下降15.9%至2022年上半年的4.5%。下降的主要原因是
期內康臣葯業（霍爾果斯）有限公司享受所得稅減免優惠政策所致。

期內溢利與每股盈利

於2022年上半年的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溢利為人民幣296,729,000元，與2021年
同期的人民幣250,644,000元相比增加約18.4%。2022年上半年的每股盈利（基本
及攤薄）分別為人民幣0.3743元及0.3733元，比2021年同期的人民幣0.3132元及
0.3117元分別增加19.5%及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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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存貨

於2022年6月30日，存貨餘額為人民幣257,741,000元，相比於2021年12月31日的
餘額人民幣243,035,000元增加6.1%。本集團於2022年上半年的存貨周轉天數為
176.4天，相比2021年度的165.9天增加10.5天，主要是由於期內為應付預期市場
需求上升而增加庫存儲備所致。

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於2022年6月30日，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餘額為人民幣295,812,000元，相比
於2021年12月31日的餘額人民幣351,226,000元減少約15.8%。於2022年上半年的
貿易應收款項周轉天數為58.6天，相比2021年度的71.4天減少12.8天，主要是由
於期內加強貿易應收賬款管理所致。

貿易應付款項

於2022年6月30日，貿易應付款項餘額為人民幣62,821,000元，相比於2021年12
月31日的餘額人民幣66,638,000元減少5.7%。於2022年上半年的貿易應付款項周
轉天數45.6天，相比2021年度的41.5天增加4.1天，維持穩定。

經營活動現金流

於2022年上半年，本集團的經營活動淨現金流入為人民幣332,749,000元，相比
2021年同期的人民幣193,722,000元增加約71.8%，主要是由於所支付稅金支出減
少所致。

現金及銀行結餘及借款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的現金及銀行結餘為人民幣1,940,625,000元，相比
2021年12月31日的餘額人民幣2,196,323,000元減少11.6%。於2022年6月30日，
本集團的銀行借款為人民幣466,424,000元，相比2021年12月31日的餘額人民幣
599,302,000元減少約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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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務政策

本集團在執行庫務政策上採取審慎的財務管理策略，因而於整段回顧期間內維持
健全的流動資金狀況。本集團不斷評估其客戶的信貸狀況及財務狀況，務求降低
信貸風險。為控制流動資金風險，董事局會密切監察本集團的流動資金狀況，確
保本集團的資產、負債及其他承擔的流動結構能應付不時的資金需要。本集團的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主要以人民幣及港元計值。

資本負債比率

本集團於2022年6月30日的資本負債比率（總計息借款除以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權
益總額）為16.9%（2021年12月31日：22.9%）。資本負債比率下降6.0%，主要是由
於期內銀行借款減少所致。

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交易主要以人民幣及港元計值。大多數資產及負債以人民幣及港元計
值，而以其他貨幣計值的資產及負債並不多。期內本公司為港元借款因人民幣兌
換港元的匯率下降而錄得匯兌虧損淨額，而本集團未來會因匯率波動而繼續面對
同類匯率風險。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利用任何財務工具
對沖外幣風險。

資本結構

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因應員工行使根據購股權計劃（於2013年
12月2日採納）而授予的購股權而發行了合共866,608股普通股（2021年同期：因應
員工行使購股權而發行了2,755,518股普通股）。

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透過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
所」）以總代價約34,944,000港元（約人民幣29,066,000元）購回其自身普通股中的
7,996,000股股份。該7,996,000股回購股份已經於截止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
被註銷。

除此之外，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均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資本承擔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資本承擔為人民幣443,919,000元（2021年12月31日：
人民幣482,49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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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開支

於2022年上半年，本集團資本開支為人民幣37,459,000元（2021年同期：人民幣
20,554,000元）。

僱員資料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合共僱用3,009名僱員（2021年12月31日：2,768名
僱員）。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總員工成本（包括董事薪酬）為人民幣
192,163,000元（2021年同期：人民幣181,368,000元）。僱員薪酬乃參考個人表
現、工作經驗、資歷及當前行業慣例而釐定。

除基本薪金外，亦可視乎本集團的業績及個人表現獲發花紅。其他員工福利包括
香港的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供款及各項退休福利計劃，包括提供退休金、醫療保
險、失業保險及為根據中國規則及規例以及中國現行相關監管規定獲本集團聘用
的僱員而設的其他相關保險。本集團僱員的薪金及福利均處於具競爭力的水平，
僱員的待遇均在本集團就薪酬及花紅制度設定的整體框架內按表現釐定，而該框
架每年進行檢討。本集團亦設有一項由本公司於2013年12月2日採納的購股權計
劃及一項於2014年7月21日採納的股份獎勵計劃，據此，董事及本集團僱員可獲
授予購股權以認購股份及股份獎勵。

本集團對員工的持續教育和培訓計劃有相當的投入，以不斷提升員工的知識、技
能和協作精神。本集團經常根據需要給相關的工作人員提供內部及外部的培訓課
程。

所持重大投資

除於附屬公司的投資外，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於任何其他公司的股本
權益中持有任何重大投資。

有關重大投資及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

本集團目前並無其他有關重大投資及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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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的重大收購及出售

於2022年上半年，本集團並無任何對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的重大收購
及出售。

資產抵押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帳面值約為人民幣2,144,000元之四項專利權已抵押作
本集團借款之抵押品（2021年12月31日：人民幣2,500,000元）。

或然負債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2021年12月31日：無）。

關連交易

於2022年上半年，本集團並無進行任何會構成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所指的非豁免關連交易。

主要風險及不明朗因素

管理層在日常的工作中一直管理本集團的主要風險，包括經營風險（例如確保高
質量的藥物產品、安全的生產過程以及有效率的分銷過程），財務風險（例如透過
預算控制及現金流管理）以及合規風險（確保符合相關規則及法規）。管理層亦一
直密切留意醫藥行業國家政策的近期發展（為本集團面對的主要不明朗因素），並
及時制定及調整本集團的相關政策。

環境政策及表現

本集團致力實現環境的可持續發展並將其納入本集團的日常運作。除了遵守所有
相關環境規則及法規外，管理層一直鼓勵節省及循環再用水、能源與材料的行
為，並在表現考核的過程中加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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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相關法律法規

於2022年上半年，並無發生與本集團運作有關的法律法規的重大違規情況。

主要行業政策及影響

1、 國家發佈多個規劃類文件，中醫藥戰略地位不斷提升

國家發佈多個規劃類文件，包括《「十四五」中醫藥發展規劃》及《推進中醫藥
高質量融入共建「一帶一路」發展規劃（2021-2025年）》等，中醫藥戰略地位不
斷提升。

其中《「十四五」中醫藥發展規劃》對中醫藥發展作出全局性、戰略性、保障性
謀劃，也是「十四五」時期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關於中醫藥工作的決策部
署，推動中醫藥振興發展的綱領性文件。「十四五」期間，中醫藥傳承創新發
展進入新階段。未來隨着越來越多政策的加持，我國中醫藥產業將不斷向規
範化、標準化、國際化等方向發展。在政策的持續推動下，中醫藥戰略地位
不斷提升，行業迎來蓬勃生機。

2、 國家醫保目錄的調整

2022年6月29日，國家醫療保障局公佈《2022年國家基本醫療保險、工傷保險
和生育保險藥品目錄調整工作方案》，啟動2022年度醫保目錄調整，本集團
隨即對雞骨草膠囊和緩痛止瀉軟膠囊開展續約工作。

報告期後的事件

於本公告日期，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報告期）
後，本集團並無任何需要披露的重大事項。

展望

2022年上半年，國內疫情多點散發形勢不減，市場環境壓力不斷增大；帶量採
購、醫保控費、一致性評價、原材料價格上漲等不斷衝擊醫藥行業；本集團主產
品尿毒清顆粒已進入廣東六省聯盟集採，將會陸續執行，這些因素都對本集團的
經營發展帶來挑戰。儘管如此，在本集團有預見性地安排之下，對外通過不斷提
升藥品臨床藥效驗證依據，獲取醫療機構及醫生專業認可，擴大銷量；對內通過
降本增效，提升生產及運營效率；加之霍爾果斯生產基地的開工投產，有效化解
了紛至沓來的挑戰及壓力，本集團的銷售收入、利潤、現金流等各項主要指標仍
然保持良性增長，為投資者交出了一份滿意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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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下半年，我們將進一步提升銷售團隊人員質素和銷售能力，擴大服務醫院及
患者覆蓋面，促進上量；繼續加大研發投入，保證在研新藥項目按期推進，並不
斷探索產品創新領域；提升格局，保持定力，將本集團內部的事情做好，積極應
對內外環境變化，爭取用全年業績增長的優秀呈現，回報廣大投資者的認同與支
持。

中期股息

董事局不建議派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並將於審議截至
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業績的董事局會議上考慮按照既往年度派息水平派發全年
股息。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透過聯交所以總代價約34,944,000港元
（約人民幣29,066,000元）購回其自身普通股中的7,996,000股，並且於2022年1月

26日及2022年6月23日分別註銷了10,705,000股及7,406,000股購回之股份，其中
包括10,115,000股於2021年購回並在2022年被註銷的股份。

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因應員工行使根據購股權計劃（於2013年
12月2日採納）而授予的購股權而以每股介乎3.28港元至4.01港元的代價發行了合
共866,608股普通股。本公司股份於緊接有關購股權行使日期前的加權平均收市價
約為4.34港元。

除上文披露外，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均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優先購股權

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或開曼群島法例並無有關優先購股權的條文致使本公司有責
任按比例向現有股東發售新股份。

充足公眾持股量

根據本公司可公開取得的資料以及據董事所知，本公司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
六個月期間一直維持上市規則所訂明的公眾持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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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配合及遵守企業管治原則及常規之公認標準一直為本公司最優先原則之一。董事
局相信良好的企業管治是引領本公司走向成功及平衡股東、客戶以及僱員之間利
益之因素之一，董事局致力於持續改善該等原則及常規之效率及有效性。

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採納並遵守了列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四
《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守則條文」）的規定。

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經向所有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本公司確認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
六個月，所有董事均遵守了標準守則所載有關買賣之規定標準。

董事局多元化政策

本公司明白並深信董事局成員多元化對提升公司的表現素質裨益良多。為達致可
持續及均衡的發展，本公司視董事局層面日益多元化為支持其達到戰略目標及維
持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元素，並已採納董事局多元化政策。

董事局所有委任均以用人唯才為原則，並在考慮人選時以適當的條件充分顧及董
事局成員多元化的裨益。甄選人選將按一系列多元化範疇為基準，除教育背景、
專業經驗、技能、知識及服務任期外，亦包括但不限於性別、年齡、文化背景及
種族。最終將按人選的長處及將為董事局提供的貢獻而作決定。

就實施董事局多元化政策，以下可計量目標已被採納：

(A) 至少40%董事局成員須為非執行董事或獨立非執行董事；

(B) 至少1/3董事局成員須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C) 至少1名董事局成員須獲得會計或相關的財務管理專業資格；

(D) 至少50%董事局成員須於其專長的行業擁有7年或以上經驗；

(E) 至少2名董事局成員須擁有中國相關工作經驗；及

(F) 董事局包括男性及女性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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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於2013年12月2日成立審核委員會，並已遵照守則條文第D.3.3和D.3.7段
以書面釐定其職權範圍。其職權範圍於2015年12月16日獲修訂及於2016年1月1
日生效，於本公司及聯交所網站可供查閱。

審核委員會向董事局報告，並定期召開會議以檢討並提出推薦建議以改進本集團
的財務報告程序及內部監控。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是（其中包括）就外聘核數師
的委任、重新委任和解聘向董事局提供推薦建議、審閱財務報表及就財務報告事
宜提供建議和監察本集團的內部監控程序。

於本公告日期，審核委員會由三名成員組成，全部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
陳玉君女士（主席）、馮仲實先生以及蘇元福先生。

本集團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已由審核委員會及本公
司外聘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工作準則
第2410號由實體之獨立核數師執行之中期財務資料審閱予以審閱。

刊發中期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

本中期業績公告已載於本公司網站(www.chinaconsun.com)及聯交所網站(www.
hkexnews.hk)。本集團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將於適時送發予本
公司股東並登載於上述網站。

承董事局命
康臣葯業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局主席
安猛

香港，2022年8月26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局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安猛先生、黎倩女士、朱荃教授及徐瀚
星先生；非執行董事張麗華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蘇元福先生、馮仲實先生及陳
玉君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