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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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
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Pa Shun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百信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574）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公佈

茲提述百信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日期為
2020年3月31日內容有關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未經審核全年業績之公佈（「未
經審核業績公佈」），以及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6月8日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延遲刊發
本公司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經審核全年業績公佈及寄發本公司截至2019年
12月31日止年度之年報之公佈。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核數師中正天恆會計師有限公
司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計準則完成對本集團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
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之審計。本集團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經審核全年綜合業
績連同2018年之比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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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業績重點

• 收益約為人民幣845,448,000元（2018年：約人民幣821,142,000元）。

• 年內虧損約為人民幣193,399,000元（2018年：約人民幣63,408,000元）。

•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分別為人民幣13.38分（2018年：人民幣5.32分）及不適用
（2018年：不適用）。

• 董事會並不建議派付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2018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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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9年 2018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2(a) 845,448 821,142

銷售成本 (803,516) (760,856)

毛利 41,932 60,286

其他收入及收益 3(a) 22,285 19,193

其他虧損淨額 3(b) (197,289) (42,661)

銷售及分銷開支 (10,976) (15,142)

日常及行政開支 (35,229) (55,314)

融資成本 4 (11,855) (15,668)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650 1,259

除稅前虧損 5 (190,482) (48,047)

所得稅開支 6 (2,917) (15,361)

年內虧損 (193,399) (63,408)

歸屬於：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93,721) (59,409)

非控股權益 322 (3,999)

年內虧損 (193,399) (63,408)

每股虧損（人民幣分） 8
基本 (13.38) (5.32)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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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年內虧損 (193,399) (63,408)

年內其他全面虧損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境外實體之 

財務報表換算產生的匯兌差額 (8,083) (5,448)

其後可能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之 

公平值變動虧損 (22,000) –

年內全面虧損總額 (223,482) (68,856)

歸屬於：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223,804) (64,857)

非控股權益 322 (3,999)

年內全面虧損總額 (223,482) (68,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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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 2018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51,642 58,026
使用權資產 3,060 –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 2,315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50,580 9,382
商譽 – 5,942
其他無形資產 29,632 886
無形資產預付款項 – 17,000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 3,000 –
物業開發項目 185,797 –
其他非流動資產 1,972 192,769
遞延稅項資產 6,312 4,117

331,995 290,437

流動資產
存貨 14,849 55,573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9 373,740 422,193
預付款項及已付按金 179,179 259,054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 10,834
應收關聯方款項 85 1,078
已抵押銀行存款 9,893 41,11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6,125 48,831

593,871 838,674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0 111,979 94,277
銀行借款 6,000 35,824
應付一名股東款項 283 3,413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2 –
應付關聯方款項 144 144
應付非控股權益款項 – 5,143
應付企業債券 26,871 5,074
應付所得稅 8,695 13,930

153,974 157,805

流動資產淨值 439,897 680,86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771,892 97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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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動負債
遞延收入－政府補助 24,053 24,565

應付企業債券 64,143 82,336

租賃負債 114 –

遞延稅項負債 – 7,932

88,310 114,833

資產淨值 683,582 856,473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216 1,116

儲備 696,267 869,580

歸屬於本公司股權持有人之權益總額 697,483 870,696

非控股權益 (13,901) (14,223)

權益總額 683,582 856,473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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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重大會計政策

遵例聲明

本集團（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

頒佈之所有適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適用之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以及香港公認會計準則。該等綜合財務報表亦已

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規定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

則」）的適用披露條文編製。

於本年度應用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3號

所得稅處理之不確定性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2015年至2017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修訂 具有負補償之預付款特性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之修訂 計劃修正、縮減或清償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長期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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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修訂 業務的定義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訂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間之資產出售或注資3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之修訂

重大的定義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

利率基準改革4

1 於2021年1月1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對收購日期為2020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首個年度期間開始時或之後的業務合併及資產

收購生效。
3 於有待確定日期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2020年1月1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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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益及分部呈報

(a) 收益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在中國進行醫藥分銷、自營零售藥房及醫藥產品生產。

收益指供應予客戶之貨品之銷售價值（按「於某一時間點」之基準確認）。各重要分部的

收益如下：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醫藥分銷 798,490 754,498

自營零售藥房 1,255 3,882

醫藥生產 45,703 62,762

845,448 821,142

(b) 分部呈報

本集團通過經營範圍及分銷渠道管理其業務。按與向執行董事（即主要經營決策人）就資

源分配及分部績效評估進行內部報告資料一致的方式，本集團已呈報下列可呈報分部。

本集團並無將營運分部合併以組成以下可呈報分部。

醫藥分銷： 該分部產生的收益主要來自銷售醫藥產品予(i)批發

商，(ii)特許經營零售連鎖藥店及(iii)醫院及農村地

區的其他醫療機構。

自營零售藥房： 該分部產生的收益主要來自於自營零售藥房銷售醫

藥及保健產品、藥用化妝品及日常用品。

醫藥生產： 該分部產生的收益主要來自銷售本集團生產的醫藥

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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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分部收益及業績

截至2019年及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提供予主要經營決策人以進行資源分配及分

部績效評估的有關本集團收益及業績的分部資料如下。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

醫藥分銷

銷售予
批發商

銷售予
特許經營

零售連鎖藥店

銷售予
醫院及

農村地區的
其他醫療機構 其他 小計

自營零售
藥房 醫藥生產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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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 690,859 39,218 58,905 9,508 798,490 1,255 45,703 845,448
分部間收益 – – – – – – 291 291

可呈報分部收益 690,859 39,218 58,905 9,508 798,490 1,255 45,994 845,739

可呈報分部溢利╱（虧損） 8,823 2,027 9,135 1,565 21,550 (463) 20,833 41,920

其他分部資料 
折舊及攤銷 – – – – – – 114 114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

醫藥分銷

銷售予
批發商

銷售予
特許經營

零售連鎖藥店

銷售予
醫院及

農村地區的
其他醫療機構 其他 小計

自營零售
藥房 醫藥生產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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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 566,479 133,243 49,655 5,121 754,498 3,882 62,762 821,142
分部間收益 253 4,592 – – 4,845 – 749 5,594

可呈報分部收益 566,732 137,835 49,655 5,121 759,343 3,882 63,511 826,736

可呈報分部溢利 13,301 10,002 5,699 723 29,725 1,425 29,111 60,261

其他分部資料 
折舊及攤銷 – – – – – – 675 675

收益及開支乃經參考可呈報分部所產生之銷售額及開支後分配予該等分部。可呈報

分部溢利所用之計量方法為毛利。分部間銷售乃經參考外部人士就類似訂單收取的

價格而進行定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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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可呈報分部收益與分部損益的對賬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可呈報分部收益 845,739 826,736

分部間收益抵銷 (291) (5,594)

綜合收益 845,448 821,142

虧損

可呈報分部溢利 41,920 60,261

分部間虧損抵銷 12 25

來自外部客戶的毛利 41,932 60,286

其他收入及收益 22,285 19,193

其他虧損淨額 (197,289) (42,661)

銷售及分銷開支 (10,976) (15,142)

日常及行政開支 (35,229) (55,314)

融資成本 (11,855) (15,668)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650 1,259

除稅前綜合虧損 (190,482) (48,047)

其他項目

折舊及攤銷

可呈報分部總額 114 675

未分配總額 7,137 5,158

綜合總額 7,251 5,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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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佔本集團總收益10%以上之個別客戶之收益如下：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源自醫藥分銷之收益

客戶A 135,331 不適用

客戶B 107,706 不適用

客戶C 86,870 不適用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來自客戶A、客戶B及客戶C各自之收益並未佔本集團

該年度收益10%或以上。

截至2019年及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的分部收益及分部溢利全部來自於中

國的醫藥分銷、自營零售藥房及醫藥生產業務，而於2019年及2018年12月31日，本集

團之主要資產位於中國。因此，並無提供截至2019年及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地

理資料分析。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及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並無定期向主要經營決策人提供按

經營分部劃分的本集團資產及負債分析以供審核，並作資源分配及分部分部績效評

估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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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收入及收益以及其他虧損凈額

(a) 其他收入及收益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特許經營費 8,155 7,378

銀行利息收入 49 193

應收貸款之利息收入 576 51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9 –

生物資產公平值變動之收益 – 60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5,516 –

出售無形資產之收益 – 603

贖回可換股債券之收益 – 7,516

撇銷應付賬款 172 –

撇銷其他應付款項 1,215 –

撇銷其他應付款項撥回 (583) –

外匯收益淨額 571 –

特許權使用費收入 4,000 –

遞延收入－政府補助 512 511

其他 2,093 2,414

22,285 19,193



14

(b) 其他虧損淨額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外匯虧損淨額 – 1,456

下列各項之減值虧損：

存貨 463 –

應收賬款 118,469 10,046

其他應收款項 7,193 2,335

已付按金 25,000 –

向供應商墊款 32,501 –

無形資產預付款項 17,000 3,000

無形資產 4,090 –

下列各項之減值虧損撥回：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按金 – (10,000)

應收賬款 (8,288) (2,974)

其他應收款項 (1,234) (10,091)

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 179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 4,163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虧損 – 903

出售土地使用權之虧損 – 1,780

發行可換股債券之虧損 – 42,043

出售聯營公司之虧損 1,916 –

197,289 42,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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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融資成本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下列各項之利息：
銀行借款 1,242 241

應付企業債券 10,421 9,438

可換股債券 – 5,558

租賃負債 85 –

其他借款 107 125

票據收費及其他銀行收費 – 306

11,855 15,668

5. 除稅前虧損

除稅前虧損已扣除：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存貨成本（附註i） 803,516 760,856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12,156 18,218

定額供款退休計劃供款 580 2,115

員工成本總額（附註ii） 12,736 20,333

無形資產攤銷 2,140 178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517 5,450

使用權資產折舊 1,594 –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 205

核數師薪酬
核數服務 1,305 1,285

非核數服務 220 185

有關物業租金的經營租賃費用 – 1,848

研發開支 – 819

以股份支付之股權結算款項 – 11,456

附註：

(i) 存貨成本包括員工成本及折舊開支合共人民幣738,000元（2018年：人民幣1,398,000元），
亦計入上文單獨披露的有關總金額。

(ii) 員工成本總額包括董事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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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 5,112 12,680

遞延稅項

暫時差額產生及撥回 (2,195) 2,681

2,917 15,361

附註：

(i) 本集團須根據本集團成員公司所在及經營的司法權區產生的溢利按實體方式繳付所得

稅。

(ii) 根據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英屬處女群島」）的規則及規例，本集團毋須於開曼群島

及英屬處女群島繳納任何所得稅。

(iii) 本集團於所呈報的兩個年度並無產生自香港的應課稅溢利，故並無於未經審核綜合損益

表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iv) 除成都東洋百信製藥有限公司（「成都百信」）外，本集團的中國附屬公司須按25%（2018

年：25%）的法定稅率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

由於根據《關於深入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有關稅收政策問題的通知》已申請優惠所得稅

待遇，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成都百信已自地方稅務機關取得批文並有權自2011年1月1日

至2020年12月31日期間享有15%的優惠所得稅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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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概無派付、宣派或建議派付任何股息（2018年：無），且自報告期末

起並無建議派付任何股息（2018年：無）。

8. 每股虧損

(a) 每股基本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人民幣193,721,000元（2018年：人

民幣59,409,000元）及年內已發行的加權平均股數約1,448,003,000股普通股（2018年：

1,117,006,000股普通股）計算。

(b) 每股攤薄虧損

每股攤薄虧損乃根據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及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計算，載列如下：

(i) 虧損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虧損 (193,721) (59,409)

攤薄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可換股債券之利息 – 5,558

贖回可換股債券之收益 – (7,516)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虧損之虧損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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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2019年 2018年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千股 千股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1,448,003 1,117,006

轉換可換股債券的影響 – 169,337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不適用 不適用

計算每股攤薄虧損並無假設行使本公司已授出之購股權，原因為該等購股權之行使

價高於股份於兩個呈列年度之平均市價。

概無呈列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每股攤薄虧損，因為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

年度並無任何其他潛在已發行普通股。概無呈列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每股

攤薄虧損，因為該年度已發行可換股債券產生之影響被認為於該年度具有反攤薄作

用。

9.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賬款及商業票據 291,586 346,191

應收銀行票據 1,494 1,325

其他應收款項 80,660 74,677

373,740 422,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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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賬款及商業票據之賬齡分析

於報告期末，按貨品交付日期計算並扣除呆賬撥備之應收賬款及商業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1個月以內 9,380 86,861

1至3個月 30,709 114,552

4至6個月 69,398 76,497

6個月以上 182,099 68,281

291,586 346,191

本集團向其客戶授出30日至180日之平均信貸期。

10.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賬款（附註(i)） 35,205 30,428

應付票據 19,788 11,730

租賃負債 861 –

應付薪金、工資及褔利 11,396 9,863

合約負債（附註(ii)） 13,796 20,055

應計企業債券利息 6,584 –

其他應付款項 24,349 22,201

111,979 94,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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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i) 於報告期末，按貨品交付日期計算之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1個月以內 7,616 4,855

1至3個月 4,885 3,570

3個月以上 22,704 22,003

35,205 30,428

供應商向本集團授出30日至180日之平均信貸期。

(ii) 本集團按合約規定就銷售醫藥產品向客戶收取按金，被視為合約負債。

11. 報告期後事項

於2020年5月26日，本集團將其於武漢太福製藥有限公司（「武漢太福」）之5%非上市股權出售予

一名獨立第三方，代價為人民幣3,000,000元。

自2020年初以來，2019年冠狀病毒病疫情（「COVID-19疫情」）在中國及其他國家傳播，對本集

團的業務及經濟活動造成不利影響。

於本公佈日期，上述整體財務影響不能可靠估計。本集團將密切關注COVID-19疫情的發展，並

將繼續評估其對本集團業務以及本集團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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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業績公佈之全年業績與本公佈之全年業績之重大差異

考慮到未經審核業績公佈所載之財務資料於其刊發日期未經審核，亦未經本公司核
數師核對，已就該等資料作出後續調整，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務請注意未經審核
業績公佈所載之全年業績與本公佈所披露之全年業績之重大差異，主要詳情及根據
上市規則第13.49(3)(ii)(b)條之有關理由載列如下：

經審核業績 未經審核業績 差額 解釋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845,448 845,448 –

銷售成本 (803,516) (803,516) –

毛利 41,932 41,932 –

其他收入及收益 22,285 22,283 2

其他虧損淨額 (197,289) (117,177) (80,112) 附註(ii)、(iii)
銷售及分銷開支 (10,976) (10,976) –

日常及行政開支 (35,229) (35,229) –

融資成本 (11,855) (11,855) –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650 5,394 (4,744) 附註(i)

除稅前虧損 (190,482) (105,628) (84,854)

所得稅開支 (2,917) (3,530) 613

年內虧損 (193,399) (109,158) (84,241)

年內其他全面虧損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中國境外實體之財務報表換算產生的匯兌差額 (8,083) (6,903) (1,180)

其後可能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之 

公平值變動虧損 (22,000) – (22,000) 附註(iv)

年內全面虧損總額 (223,482) (116,061) (107,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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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51,642 51,642 –
使用權資產 3,060 3,060 –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 –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50,580 56,503 (5,923) 附註(i)
商譽 – –
其他無形資產 29,632 33,722 (4,090) 附註(iii)
無形資產預付款項 – –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 3,000 25,000 (22,000) 附註(iv)
物業開發項目 185,797 185,797 –
其他非流動資產 1,972 1,972 –
遞延稅項資產 6,312 5,698 614

331,995 363,394 (31,399)

流動資產
存貨 14,849 14,849 –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293,080 369,102 (76,022) 附註(ii)
其他應收款項 80,660 80,503 157
預付款項及已付按金 179,179 181,301 (2,122)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 –
應收關聯方款項 85 508 (423)
已抵押銀行存款 9,893 9,893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6,125 16,125 –

593,871 672,281 (78,410)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11,979 114,613 (2,634)
銀行借款 6,000 6,000 –
應付一名股東款項 283 – 283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2 2 –
應付關聯方款項 144 180 (36)
應付非控股權益款項 – – –
應付企業債券 26,871 26,871 –
應付所得稅 8,695 8,695 –

153,974 156,361 (2,387)

流動資產淨值 439,897 515,920 (76,02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771,892 879,314 (107,422)

經審核業績 未經審核業績 差額 解釋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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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動負債
遞延收入－政府補助 24,053 24,053 –
應付企業債券 64,143 64,143 –
租賃負債 114 114 –
遞延稅項負債 – – –

88,310 88,310 –

資產淨值 683,582 791,004 (107,422)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216 1,216 –
儲備 696,267 803,689 (107,422)

歸屬於本公司股權持有人之權益總額 697,483 804,689 (107,422)
非控股權益 (13,901) (13,901) –

權益總額 683,582 791,004 (107,422)

附註：

(i) 應佔於聯營公司之權益之溢利減少人民幣5,923,000元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之未經審核金額為人民幣56,503,000元，而經審核金額為人民幣50,580,000

元，即於聯營公司之權益差額為人民幣5,923,000元。該差額乃由於該等聯營公司所持有物業之

公平值調整所致。

(ii)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進一步減值人民幣76,022,000元

未經審核業績公佈所示之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為人民幣369,102,000元，經審核業績確認進一步

減值虧損人民幣76,022,000元，已計入其他虧損淨額。經計及自未經審核業績公佈日期起至本集

團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批准日期期間，長期未償還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結餘概無重大後續結算，本集團管理層評估，存在無法收回該等未償還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之

風險，認為須作出進一步減值。

(iii) 無形資產減值人民幣4,090,000元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獲得3項專利，總成本為人民幣35,000,000元。根據獨立估值

師之估值，該等3項專利於2019年12月31日之使用價值僅為人民幣28,898,000元，低於未經審核

業績公佈披露之該等專利之賬面值人民幣32,988,000元。因此，已就該等專利於損益中確認減值

人民幣4,090,000元，並計入其他虧損淨額。

經審核業績 未經審核業績 差額 解釋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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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虧損人民幣22,000,000元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完成收購武漢太福之5%非上市股權，代價為人民幣

25,000,000元。根據獨立估值師之估值，該等非上市股權於2019年12月31日之公平值僅為人民

幣3,000,000元，因此，已於按公平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中確認公平值變動虧損人民幣

22,000,000元，並計入投資重估儲備。

除上文所披露之重大差異及其相應變動外，未經審核業績公佈所披露之財務資料並無重大變

動。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繼續致力於中國的醫藥分銷及製藥業務。對於自
營零售藥房業務而言，本集團繼續尋求有關併購既有零售連鎖藥房的機遇，以重振業
務分部。

收益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總收益人民幣845.4百萬元，較去年的人民幣
821.1百萬元增加約3.0%。有關增加乃主要由於本集團向批發商及醫院以及農村地區
的其他醫療機構作出的醫藥分銷所得收益增加所致。

銷售成本、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的銷售成本由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人民幣760.9百萬元增加約5.6%至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人民幣803.5百萬元。有關增加主要由於本集團的醫藥
分銷分部銷售成本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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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毛利由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人民幣60.3百萬元減少約30.4%至截至
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人民幣41.9百萬元。本集團的毛利率由截至2018年12月31日
止年度的7.3%下跌至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5.0%。有關跌幅乃主要由於向批
發商及特許經營零售連鎖藥店作出之醫藥分銷的競爭日益激烈。

銷售及分銷開支

本集團的銷售及分銷開支由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人民幣15.1百萬元減少約
27.5%至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人民幣11.0百萬元。有關減少乃主要由於截至
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並無鹽池縣醫藥藥材有限公司（「鹽池」）（本公司當時之全資
附屬公司）的麻黃草折舊所致，原因為本集團已於2018年出售鹽池所持有的麻黃草。

日常及行政開支

本集團的日常及行政開支由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人民幣55.3百萬元減少約
36.3%至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人民幣35.2百萬元。有關減少主要由於2018年支
付業務發展建議諮詢費及因本公司於2018年9月7日授出可認購本公司共100,000,000

股股份之購股權而於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確認以股份支付之股權結算款項所
致。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並無確認有關開支。

其他收入及收益

其他收入及收益由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人民幣19.2百萬元增加約16.1%至截
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人民幣22.3百萬元。有關增加乃歸因於截至2019年12月31

日止年度確認出售鹽池100%股權的收益人民幣5.5百萬元及於2019年獲得的專利產生
的特許權使用費收入人民幣4.0百萬元，而於2018年並無錄得有關收入。有關增加由
2019年並無錄得贖回可換股債券的一次性收益所抵銷，而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
則錄得贖回可換股債券的一次性收益人民幣7.5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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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虧損淨額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其他虧損淨額人民幣197.3百萬元，較2018年
的人民幣42.7百萬元增加約362.5%。其他虧損淨額大幅增加乃主要由於考慮到目前
預計本集團將無法自其若干中國客戶收取本公司逾期應收賬款，本公司於截至2019

年12月31日止年度確認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虧損人民幣125.7百萬元，而截
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則確認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虧損人民幣12.4百萬
元。於未經審核業績公佈日期後，本集團管理層已與長期逾期應收賬款之客戶進行溝
通，發現該等客戶之業務受到中國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疫情」）爆發及經
濟衰退之不利影響。此外，自未經審核業績公佈日期起至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批准日
期期間，概無長期未償還應收賬款結餘之重大後續結算。該等客戶面臨資金及現金流
困難，經過審慎周詳考慮後，本集團管理層認為存在無法收回該等未償還應收賬款之
風險。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其他虧損淨額增加由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並無
錄得發行可換股債券之虧損所抵銷，而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則錄得發行可換股
債券之虧損人民幣42.0百萬元。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由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人民幣15.7百萬元減少約24.3%至截至2019

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人民幣11.9百萬元。有關減少乃主要由於2018年將可換股債券轉
換為本公司普通股後，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並無可換股債券之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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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稅前虧損

除稅前虧損由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人民幣48.0百萬元增加約296.4%至截至
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人民幣190.5百萬元。有關增加乃主要由於上文所披露之以
下各項之合併影響所致：(i)其他虧損淨額增加；(ii)毛利減少；及(iii)日常及行政開支
減少。

所得稅開支

所得稅開支由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人民幣15.4百萬元減少至截至2019年12月
31日止年度的人民幣2.9百萬元。有關減少乃主要由於本公司中國附屬公司的應課稅
收入減少所致。

年內虧損及純虧損率

由於上文所述，本集團的年內虧損由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人民幣63.4百萬元
增加約205.0%至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人民幣193.4百萬元。本集團的純虧損率
則由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7.7%增加至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22.9%。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虧損

於2019年1月，本集團收購武漢太福之5%非上市股權，代價為人民幣25,000,000元。武
漢太福為一家從事藥品生產之公司，其工廠設在中國武漢市。此前，武漢太福計劃通
過其製藥技術及設施，積極開拓及發展中國市場。然而，由於2019年12月武漢市爆發
疫情，武漢太福工廠停產數月，近期僅部分恢復運營。武漢太福之上下游產業均受到
不利影響。本集團已委聘獨立估值師進行估值，顯示該等非上市股權於2019年12月
31日之公平值僅為人民幣3,000,000元，因此，已於本公司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
之經審核業績之按公平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中確認公平值變動虧損人民幣
22,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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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武漢太褔之5%非上市股權已對本集團造成重大虧損淨額及嚴重財務負擔，為防
止本集團進一步虧損，本集團管理層決定於2020年5月出售其於武漢太福之股權，代
價為人民幣3,000,000元。

業務回顧

於2019年，本集團醫藥分銷分部產生收益約為人民幣798.5百萬元，較2018年的約人民
幣754.5百萬元增加約5.8%。本集團醫藥分銷的收益增長來自批發商、醫院及農村地
區的其他醫療機構。但由於中國實行兩票制後，醫藥分銷競爭加劇，2019年醫藥分銷
的毛利率持續惡化。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自營零售藥房分部產生的收益約為人民幣1.3百
萬元，較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人民幣3.9百萬元減少約67.7%。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製藥分部產生的收益約為人民幣45.7百萬元，較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人民幣62.8百萬元減少約27.2%。有關減少乃主要由
於傳統塗擦產品市場下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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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前景

由於疫情在中國傳播，中國的經濟受到嚴重影響。由於中國許多經濟活動因疫情而放
緩，且本集團工廠於2020年第一季度關閉約兩個月，目前預計本集團於2020年上半年
之收益及業績將受到不利影響。本集團將透過實施各種業務發展策略，繼續利用其於
中國的堅實基礎，善用其現有資源及網絡，把握時機向其他業務延伸發展，同時將其
業務風險分散至其他投資部門及其他國家。於2019年，通過於本年度收購兩家於位於
馬來西亞馬六甲名為「The Apple」之多層樓宇內之若干單位持有間接權益之公司，本
集團首次進軍及投資馬來西亞物業市場。本公司目前擬持有該等物業作投資用途，為
本集團帶來租金收入，並將於該等物業竣工後委聘當地專業物業管理人管理該等物
業及租賃業務。本公司將進一步尋求其他類似機會以降低本集團的經營風險。

流動資金、財務及資本資源

於2019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總額為人民幣16.1百萬元，而於2018

年12月31日則為人民幣48.8百萬元。

於2019年12月31日及2018年12月31日，本集團分別錄得流動資產淨值人民幣439.9百萬
元及人民幣680.9百萬元。於2019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流動比率（按流動資產除以流
動負債計算）為3.86，而於2018年12月31日則為5.31。

於2019年12月31日，銀行貸款總額為人民幣6.0百萬元，而於2018年12月31日則為人民
幣35.8百萬元。

於2019年12月31日，本公司的已發行普通股總數為1,474,992,908股（2018年12月31日：
1,357,874,000股）（「股份」）。於2016年及2018年各年，本公司已根據本公司透過本
公司全體股東於2015年5月26日通過之普通決議案採納之購股權計劃向若干合資格
人士授出購股權（「購股權」），以認購合共100,000,000股股份。於2019年12月31日，
100,000,000份購股權仍未獲行使。有關授出購股權之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18

年9月7日之公佈。概無購股權於2019年授出。



30

於2016年至2018年，本公司已按面值向若干獨立第三方發行無抵押企業債券，本金額
為113.9百萬港元，按票面年息率6.5%至7%計息，期限為2至7.5年。截至2019年12月31

日止年度，本公司償還本金額為2百萬港元之到期企業債券。於2019年12月31日，兩張
分別於2019年12月5日及2019年12月20日到期，總金額為4.0百萬港元的企業債券至今
仍未償還。於2019年12月31日，有關企業債券之應付利息約7.4百萬港元已到期但仍未
償還，而約738,000港元其後於2019年12月31日後結清。自債券本金及利息到期日起，
本公司與企業債券持有人進行多輪談判，以期友好解決該問題，包括延長到期日及應
付利息的到期日，及分期償還本金及利息。

本集團定期積極審閱及管理資本架構以就本集團長遠發展加強其財務實力。截至2019

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資本管理之方法並無改變。

或然負債

於2019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匯兌風險

本集團的功能貨幣為人民幣，本集團的部分首次公開發售以及發行企業及可換股債
券籌集資金仍以港元形式存於銀行，因此可能受到人民幣和港元的匯率波動風險。除
此之外，本集團大部分資產和多數交易均以人民幣計值，且基本以人民幣計值之營運
所得收入支付國內業務的資金支出，因此不存在重大外匯風險。

重大投資、收購及出售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進行下列收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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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9年3月8日，本公司直接全資附屬公司Ready Gain Limited（「Ready Gain」）
與本集團獨立第三方余健偉先生及朱顯明先生（「賣方」）訂立買賣協議，內容有關
Ready Gain收購百勝百惠顧問有限公司（「百勝百惠」）之全部已發行股本，總代價為
45,325,000港元，將由本公司配發及發行82,409,090股股份予以結付。

百勝百惠為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主要從事投資控股。其持有Awesome 

Applause Sdn. Bhd.（一間於馬來西亞註冊成立的公司）已發行股本之49%合法及實益
權益。Awesome Applause Sdn. Bhd.已就購買位於馬來西亞馬六甲名為「The Apple」之
樓宇（「該樓宇」）內之48個單位訂立協議，該樓宇為包括合共361個單位之多層樓宇，
所有單位均將用作服務式公寓。該48個單位之總建築面積約為54,279平方呎。收購事
項於2019年3月19日完成，據此，本公司配發及發行82,409,090股股份，而百勝百惠成
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有關該收購事項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2019年3月
8日及2019年3月19日之公佈。

於2019年3月8日，本公司直接全資附屬公司Big Wish Global Limited（「Big Wish」）與
本集團獨立第三方Mawar F & B Group Sdn Bhd（「賣方」）訂立一項協議，據此，Big 

Wish有條件同意收購而賣方有條件同意賣出VR Green Sdn Bhd（「VR Green」）全部
已發行股本之45%，總代價為35,100,000港元，將由本公司配發及發行63,818,181股股
份予以結付。VR Green為一間於馬來西亞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主要從事物業開發
及投資。VR Green的主要資產為位於Bandar Baru Kota Sri Mas, District of Seremban, 

State of Negeri Sembilan當時以編號HS(D) 246768, P7553持有之永久業權土地（面積
約9,308平方米）。然而，因協議所載盡職調查之先決條件未獲達成，該協議已於2019

年3月28日終止。有關該交易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2019年3月8日及2019年3月28日
之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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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9年4月3日，Big Wish與賣方訂立協議，據此，Big Wish有條件同意收購而賣方
有條件同意賣出百惠服務顧問有限公司（「百惠服務」）之全部已發行股本，總代價為
19,090,400港元，將由本公司配發及發行34,709,818股股份予以結付。百惠服務持有
Massive Goodwill Sdn. Bhd.（一間於馬來西亞註冊成立的公司）已發行股本之49%合
法及實益權益。Massive Goodwill Sdn. Bhd.已就購買該樓宇內之20個單位訂立協議。
該20個單位之總建築面積約為21,606平方呎。收購事項於2019年4月12日完成，據此，
本公司配發及發行34,709,818股股份，而百惠服務成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有關該收購事項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2019年4月3日、2019年4月4日及2019年4月
12日之公佈。

該樓宇預期將於2020年竣工。本集團將委聘當地專業物業管理人管理該樓宇及租賃
業務。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回顧年度，本集團並無進行任何其他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可能
構成須予公佈交易的重大投資、收購或出售。

人力資源

於2019年12月31日，本集團共聘有170（2018年12月31日：203）名員工，主要駐守中國。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總員工成本為人民幣12.7百萬元（截至2018年12月31日
止年度：人民幣20.3百萬元）。

本集團認為員工為最重要的資產並一直致力於吸引、發展和挽留優秀員工，同時為員
工提供持續晉升的機會和營造良好的工作環境。本集團持續向在不同部門的員工的
培訓上投入大量資源，並提供具有競爭力的薪酬及各種獎勵機制。針對企業發展需
要，本公司定期檢討自身人力資源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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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開發售之所得款項淨額用途

股份於2015年6月19日在聯交所主板上市，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所得款項淨額」）
約為249.5百萬港元（扣除包銷佣金及相關開支後）。於2019年1月1日，未動用所得款項
淨額約為101.7百萬港元。於2019年12月31日，本集團已悉數動用全部所得款項淨額。

下表載列於2019年12月31日的所得款項淨額用途詳情：

可予動用

已動用
（於2019年

12月31日）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所得款項淨額用途
物流中心及相關開支 121.3 121.0

收購或成立自營零售藥店 116.2 14.8

營運資金及其他一般公司用途 12.0 113.7

249.5 249.5

儘管本集團持續努力尋找及探索零售藥店的潛在收購機會，惟本集團在物色有前景
的收購目標時遭遇困難。為促進更優的資源分配，於回顧年度，董事會已決定變更未
動用所得款項淨額的擬定用途，將原擬用於收購或成立自營零售藥店的約101.4百萬
港元用作營運資金及其他一般公司用途，原擬用於本集團的物流中心及相關開支的
約0.3百萬港元用作營運資金及其他一般公司用途，有關所得款項於回顧年度已如此
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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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上述所得款項淨額用途變更乃屬公平合理，並符
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任何末期股息（截至2018年12月31日
止年度：無）。

企業管治

本集團致力於維持高標準的企業管治，務求保障股東權益及提升本公司企業價值及
問責性。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
守則條文為其本身的企業管治守則。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一直遵守企
業管治守則所載的守則條文，惟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第A.2.1條除外。

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本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角色應予區分，不
應由同一人擔任。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職責應清楚界定並以書面載列。截至2019年12月
31日止年度及直至2020年6月17日，陳燕飛先生為本公司的主席兼行政總裁。彼於藥
物行業擁有廣泛經驗，負責本集團的整體企業策略、規劃及業務管理。董事會認為，
由同一人擔任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職務對本集團的業務前景及管理有所裨益。董事會
及本集團高級管理層由經驗豐富及優秀的人員組成，能確保權力及授權分佈均衡。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6月22日之公佈所披露，董事會主席兼執行董事陳燕飛先生
之職務已於2020年6月18日空缺。陳燕飛先生於2020年6月18日亦不再擔任本公司行政
總裁、董事會提名委員會及企業管治委員會各自之主席及董事會薪酬委員會之成員。
於陳燕飛先生之職位空缺後，董事會將於實際可行的情況下盡快考慮本公司主席及
行政總裁職位之合適替代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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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現時由兩名執行董事、三名非執行董事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組成上有
強大的獨立元素。

本公司將繼續檢討並提升其企業管治常規，以確保符合企業管治守則。

審核委員會

董事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包括（但不限於）協助董事會獨立審閱
及監督本集團財務及會計政策，監管本集團的財務控制、內部控制及風險管理體系，
並監督審核過程及履行董事會所指派的其他職務及職責。

審核委員會由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劉良忠先生、黃德盛先生及呂永超先生組成。審核
委員會的主席為劉良忠先生，彼具備合適專業資格。審核委員會已與本公司管理層檢
討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常規，並討論內部控制及財務報告事宜，包括審閱截至
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全年財務業績。

遵守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本公司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
詢後，全體董事於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
公司的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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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核數師審閱本公佈

本公佈所載之有關本集團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損益
表、綜合全面收益表及其相關附註之數字已經本集團核數師中正天恆會計師有限公
司與本集團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金額核對一致。
中正天恆會計師有限公司就此進行之工作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
計準則、香港審閱聘用準則或香港核證聘用準則而進行之核證聘用，因此中正天恆會
計師有限公司概不就本公佈作出任何保證。

刊發年報

本公司預計於2020年6月30日或之前刊發及向本公司股東寄發其截至2019年12月31日
止年度之年報。

承董事會命
百信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非執行董事
吳國華先生

香港，2020年6月22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沈順先生及陳榮新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張雄峰先生、胡海
松先生及吳國華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良忠先生、黃德盛先生及呂永超先生。

本全年業績公佈分別刊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
網站www.pashun.cn內「投資者關係╱香港交易所備案文檔」網頁。本公司截至2019年
12月31日止年度之年報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可於上述網站查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