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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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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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網站：www.sinobiopharm.com

（股票編號：1177）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第一季度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集團錄得以下未經審核業績：

– 收入約人民幣622,187萬元，較去年同期增長約0.2%；

– 歸屬於母公司持有者應佔盈利約人民幣86,202萬元，較去年同期增長約0.6%；

– 歸屬於母公司持有者之每股基本盈利約人民幣6.85分，較去年同期增長約0.7%；

– 歸屬於母公司持有者應佔基本盈利（附註）約人民幣83,358萬元，較去年同期下降約14.6%；

– 基於歸屬於母公司持有者應佔基本盈利（附註）計算之每股盈利約人民幣6.62分，較去年同期下降
約14.6%；

– 新產品銷售佔本集團總收入約32.9%；及

–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約人民幣1,611,847萬元。

本公司董事會宣佈派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季度股息每股2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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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基本盈利指歸屬於母公司持有者應佔盈利撇除(i)因收購北京泰德24%權益而產生之新增可識別無形資產攤銷費
用；(ii)權益投資及金融資產之未實現公允價值虧損(淨額)；(iii)可轉換債券嵌入衍生部份之公允價值利潤及(iv)可
轉換債券債務部份之實際利息費用之影響。有關歸屬於母公司持有者應佔盈利與基本盈利之對賬載於本公告「基
本盈利」一節。

公司概覽

中國生物製藥有限公司（「本公司」或「中國生物製藥」）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
國」）領先的創新研究和開發（「研發」）驅動型醫藥集團，業務覆蓋醫藥各種研發平台、智能化生產和強
大銷售體系全產業鏈。其產品包括多種生物藥和化學藥，在肝病、腫瘤、心腦血管病、骨科、消化
系統、抗感染及呼吸系統疾病等多個極具潛力的治療領域處於優勢地位。為持續提升企業競爭力，
本集團高度重視研發及創新，研發投入和產品創新能力行業領先，積極開拓與國內外著名醫藥科研
機構、企業廣泛合作，旨在將全球最前沿科技盡快實現生態產業化造福人類；本集團亦把握科技和
政策趨勢，注重圍繞主營業務的關聯拓展，全面佈局大健康發展戰略；同時積極利用大數據、人工
智能及科技金融等新技術和手段不斷提升企業的管理和研發、生產和行銷效率。

主要產品：

肝病用藥： 天晴甘美（異甘草酸鎂）注射液、天晴甘平（甘草酸二銨）腸溶膠囊
抗腫瘤用藥： 依尼舒（達沙替尼）片、安顯（來那度胺）膠囊、千平（注射用硼替佐米）、

首輔（卡培他濱）片、晴唯可（注射用地西他濱）
抗感染用藥： 天冊（比阿培南）注射液、天解（注射用替加環素）片、天禮（利奈唑胺葡

萄糖）注射液
骨科用藥： 蓋三淳（骨化三醇）膠丸、依固（唑來膦酸）注射液
呼吸系統用藥： 天晴速樂（噻托溴銨）粉霧吸入劑
其他： 得百安（氟比洛芬）凝膠貼膏、凱那（貝前列素鈉）片

本集團已取得中國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頒佈的有關藥品生產質量管理（「GMP」）的規範認證書的劑型
包括：大容量注射液、小容量注射液、非PVC共擠膜注射液、膠囊、片劑、散劑和顆粒劑。此外，
本集團亦獲得江蘇省衞生廳頒發的GMP膠囊劑保健食品認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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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主要附屬公司正大天晴藥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正大天晴」）、北京泰德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泰德」）、南京正大天晴製藥有限公司（「南京正大天晴」）、江蘇正大豐海製藥有限公司（「江蘇正
大豐海」）、江蘇正大清江製藥有限公司（「江蘇正大清江」）、正大製藥(青島)有限公司（「正大青島」）、
連雲港潤眾製藥有限公司（「連雲港潤眾」）及上海通用製藥有限公司（「上海通用」）均屬高新技術企業。
此外，南京正大天晴、江蘇正大清江和江蘇正大豐海分別被江蘇省科學技術廳認定為「江蘇省抗腫瘤
及心腦血管類植物化學藥物製劑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骨科藥物製劑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和「腸外營
養工程技術研究中心」。

正大天晴研發中心乃中國人事部授予的「博士後科研工作站」，是中國唯一一個「新型肝病藥物工程技
術研究中心」。

北京泰德已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再次獲得日本厚生勞動省對外國製藥企業的GMP認證許可。日本製
藥企業可將日本國內在研及已上市的醫藥品無菌製劑委託北京泰德生產及出口到日本。

本公司獲選成為恆生綜合行業指數–消費品製造業和恆生綜合小市值指數成份股，於二零一零年三月
八日正式生效。

二零一一年九月正大天晴的小劑量注射劑獲得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出全國首張新版GMP證書
（證書編號CN20110001）。

本公司獲納入為MSCI全球標準指數之中國指數成份股，已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三十一日收市後正式生
效。

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八年連續三年榮登《福布斯亞洲》「亞太最佳公司50強」。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晴眾（富馬酸替諾福韋二吡呋酯）片是首個按照仿製藥質量和療效一致性評價
（「一致性評價」）標準完成生物等效性研究的仿製藥。本集團成為第一家通過一致性評價的企業。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托妥（瑞舒伐他汀鈣）片成為江蘇省全品種唯一一個獲得一致性評價的品種，同
品種全國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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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八年五月，抗腫瘤化學藥第1類新藥─福可維（鹽酸安羅替尼）膠囊獲得中國國家藥品監督管
理局頒發藥品註冊批件。

本公司獲選成為恆生指數成份股，於二零一八年九月十日正式生效。

本公司獲選成為恆生中國企指數成份股，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九日正式生效。

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三日獲選成為恆生滬深港通生物科技50指數成份股。

本集團網站：http://www.sinobiopharm.com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行業回顧

回顧期間內，2019冠狀病毒病（「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對世界經濟增長造成嚴重打擊，下行趨勢
難以避免。受疫情影響，中國主要經濟指標明顯下滑，GDP比上年同期下降6.8%。隨著中國境內疫
情逐漸控制和逐步復工復產，三月份經濟下滑幅度有縮窄趨勢。疫情期間醫院普通門診和住院病人
大幅下降，除呼吸機、口罩、診斷試劑盒等與新冠肺炎診療相關產品外，多數其他類別藥品銷售受
到不同程度負面影響。部分入圍新一輪國家集中採購和醫保目錄價格談判的品種，也因為疫情銷售
受到影響。國家鼓勵新冠肺炎疫苗和治療藥物研發，但限於新藥研發需要的週期，短期內尚無重大
突破。



5

業務回顧

本集團於期間內重點業績：

• 新冠肺炎疫情初期，出於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本集團率先於一月二十六日即向中國醫
學科學院捐贈人民幣1000萬元，助力新冠肺炎相關研究。同時迅速成立抗疫物資採購小組，從
多國採購口罩、防護手套、防護服、負壓救護車、診療相關藥品等物資捐贈抗疫前線。截至本
期末，中國生物製藥及所屬企業先後為抗疫累計捐贈款、捐物18次，近人民幣2200萬元。

• 旗下北京泰德聯合北京大學申報的「藥物新製劑中乳化關鍵技術體系建立與應用」科研項目榮獲
「二零一九年度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二等獎」，成為上榜的為數不多製藥企業之一，表明北京泰
德研發的乳化高端製劑平台獲得了國家的高度認可。

• 位於南京江北新材料科技園的南京正大天晴全資子公司─江蘇普潤生物醫藥有限公司「普潤生物
醫藥研發製造項目」正式奠基開工。項目占地約300畝，項目完成後南京正大天晴新產品研發製
造能力將獲得大幅提升。

• 本集團向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申報的氟維司群注射液獲得批准。這是繼富馬酸替諾福
韋二吡呋酯片獲得歐盟上市許可後，本集團收穫的又一份國際市場通行證。

• 疫情期間，異甘草酸鎂注射液（商標名：天晴甘美）靜脈滴注方案被納入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和國
家中醫藥管理局辦公室聯合印發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輕型、普通型病例管理規範（第二版）》，
對輕型患者以及普通型患者（無嚴重基礎疾病）用於支持治療。

• 吸入用布地奈德混懸液（商標名：天晴速暢）、磷酸西格列汀片、達比加群酯膠囊（2個規格）等共5

個產品獲得上市批件，3個為國內首仿，有成為重磅產品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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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期間內，受疫情影響，醫院多數普通門診和住院病人數量大幅減少，現場學術活動和面對面與
醫生交流受到嚴重影響。本集團迅速調整部署，充份利用多個協力廠商網路學術交流平台與廣大醫
生、患者建立在線聯繫，加大對網路學術活動的支援；尤其是針對受疫情影響相對較小的呼吸科、
感染科、腫瘤科，展開密集線上學術交流和學術推廣活動，在網路醫院平台支援醫生線上義診；也
充份利用原來已經運作成熟的呼吸、腫瘤、疼痛、腎病慢病管理平台，加強對醫生和患者的服務和
專業協助。生產方面，本集團在嚴格隔離防護前提下積極回應國家政策早期復工復產，優先保證疫
情患者需要的抗感染藥物、呼吸科藥物以及需求迫切的抗腫瘤藥物供應。呼吸科產品天晴速樂（噻托
溴銨乾粉吸入劑）、抗感染產品天解（注射用替加環素）、豐瑞能（鹽酸莫西沙星氯化鈉注射液）、天禮
（利奈唑胺葡萄糖注射液）、天銘（注射用醋酸卡泊芬淨），疼痛用藥氟比洛芬巴布膏、注射用帕瑞昔布
鈉，骨科產品蓋三淳（骨化三醇膠丸）均增勢良好。

抗腫瘤藥增長成為本集團的突出業績亮點：除鹽酸安羅替尼膠囊繼續保持快速上升外，晴可舒（醋酸
阿比特龍片）及吉至（吉非替尼片）兩個品種在國家擴圍集採中標後增長迅速；其他抗腫瘤產品依尼舒
（達沙替尼片）、千平（注射用硼替佐米）、首輔（卡培他濱片）等亦均增速可觀，腫瘤產品線銷售貢獻進
一步增大。

新上市產品對銷售增長拉動突出：除以上提及的晴可舒及吉至外，新批准上市的心血管用藥安倍寧
（阿哌沙班片）、造影劑晴立明（碘克沙醇注射液）、抗腫瘤首仿產品樂維欣（注射用鹽酸苯達莫司汀）、
維首（注射用阿紮胞苷，首仿）、及抗風濕首仿產品泰妍（枸櫞酸托法替布片）等均取得理想業績。

本期間多個有潛力的重磅品種獲得生產批件，其中4個視同通過一致性評價。期內新獲得臨床批件14

件，新申報受理臨床申請9件，報產2件，新申報一致性評價3件。新獲得發明專利授權21件，新提交
發明專利申請12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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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新批准產品：

• 天晴速暢（吸入用布地奈德混懸液）：是一種具有高效抗炎作用的吸入用糖皮質激素類一線哮喘控
制藥物。全球大約有2.35億哮喘患者，中國病人數量超過4500萬。霧化吸入用混懸液劑型因為吸
入效率高，效果好，適合在醫院醫護人員監控下應用而較其他劑型更受醫患信任。原研產品二
零一八年在中國銷售收入突破人民幣50億元。本集團產品為國內突破原研壁壘首仿上市，同時
視同通過一致性評價，有望成為本集團下一個重磅品種。

• 磷酸西格列汀片：是一款強效、高選擇性的二肽基肽酶-4(DPP-4)抑制劑，適用於2型糖尿病患者
的血糖控制。臨床實驗證明，它降糖療效肯定，單用不增加低血糖風險，無胃腸道反應，安全
性及耐受性高；更主要的是，它具有長期保護胰臟β細胞的作用，可延緩糖尿病進程。本集團
產品為國內首仿上市，視同通過一致性評價。本集團糖尿病產品線獲得重大補充。

• 達比加群酯膠囊：是新一代非維生素K拮抗劑類口服抗凝藥物，用於預防非瓣膜性房顫患者的卒
中和全身性血栓。這是自華法林之後50年來上市的首個新型口服抗凝血藥，也是第一個取得長
期適應症的口服抗凝藥，被視為全球抗凝血藥物領域里程碑式的進步。原研產品上市三年銷售
即突破10億美元。本集團產品為國內首仿，同時視同通過一致性評價，可與已經批准的其他心
腦血管產品形成強勢組合，未來潛力可期。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錄得收入約人民幣622,187萬元，較去年同期增長約0.2%。歸屬於母公司持有者
應佔盈利約人民幣86,202萬元，較去年同期增長約0.6%。基於歸屬於母公司持有者應佔盈利計算之
每股盈利約人民幣6.85分，較去年同期增長約0.7%。撇除因收購北京泰德24%權益而產生之新增可識
別無形資產攤銷費用、扣除權益投資及金融資產之未實現公允價值虧損（淨額）以及可轉換債券嵌入
衍生部份之公允價值利潤和可轉換債券債務部份之實際利息費用之影響後，歸屬於母公司持有者應
佔基本盈利約人民幣83,358萬元，較去年同期下降約14.6%。基於歸屬於母公司持有者應佔基本盈利
計算之每股盈利約人民幣6.62分，較去年同期下降約14.6%。於本期間末，現金及銀行結餘約人民幣
1,611,847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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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在製藥業務方面繼續以發展專科治療領域相關產品為主，致力打造專科品牌。本集團的主要
治療領域包括肝病用藥、抗腫瘤用藥、抗感染用藥、骨科用藥、呼吸系統用藥及其他產品。

肝病用藥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肝病用藥之銷售額約人民幣132,961萬元，佔本集團收入
21.4%。

抗腫瘤用藥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抗腫瘤用藥之銷售額約人民幣198,440萬元，佔本集團收入
約31.9%。

骨科用藥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骨科用藥之銷售額約人民幣46,775萬元，佔本集團收入約
7.5%。

抗感染用藥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抗感染用藥之銷售額約人民幣41,601萬元，佔本集團收入
約6.7%。

呼吸系統用藥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呼吸系統用藥之銷售額約人民幣33,441萬元，佔本集團收
入約5.4%。

其他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其他藥之銷售額約人民幣168,969萬元，佔本集團收入約
27.1%。

基本盈利

以下之附加資料提供歸屬於母公司持有者應佔盈利與基本盈利之對賬。此等對賬項目主要用以調整
因二零一八年收購北京泰德24%權益而產生之新增可識別無形資產攤銷費用（扣除相關遞延稅項和非
控制權益）（附註），權益投資和金融資產之未實現公允價值利潤和虧損，以及可轉換債券嵌入衍生部
份之公允價值利潤和可轉換債券債務部份之實際利息費用之影響。

附註：  有關收購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零一八年一月五日及二零一八年三月一日之公告及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一月
二十六日之通函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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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歸屬於母公司持有者應佔盈利 862,021 856,702

有關收購北京泰德24%權益之調整：
新增可識別無形資產攤銷費用（扣除相關遞延稅項和非控制權益） 105,071 105,071

權益投資及金融資產之未實現公允價值虧損，淨額 10,867 14,603

可轉換債券嵌入衍生部份之公允價值利潤 (156,096) –

可轉換債券債務部份之實際利息費用 11,713 –  

基本盈利 833,576 976,376
  

每股基本盈利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歸屬於母公司持有者基本盈利 833,576 976,376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期間內已發行加權平均數普通股（股數） 12,582,325,487 12,591,798,176
  

基於歸屬於母公司持有者基本盈利計算之每股基本盈利（人民幣分） 6.62 7.75
  

為補充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本集團綜合業績，基本盈利作為一項額
外的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財務計量於本業績公告內呈列，旨在藉着撇除若干非現金項目及因收購而
產生的若干影響以提供能更好地評核本集團核心業務表現的補充信息。基本盈利應被視為根據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本集團財務業績的補充而非替代計量。

透過損益指定以公允價值列賬之權益投資╱金融資產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指定以公允價值列賬之非流動權益投資（包
括若干非上市權益投資）約人民幣130,499萬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121,108萬元）
及透過損益指定以公允價值列賬之流動權益投資（包括若干上市權益投資）約人民幣19,234萬元（二零
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49,136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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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透過損益以公允價值列賬之流動金融資產包括：若干
理財管理產品和信託基金約人民幣156,948萬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108,488萬
元），包括招商銀行（約人民幣60,000萬元）、中國工商銀行（約人民幣20,000萬元）、中信銀行（約人民
幣16,000萬元）、興業銀行（約人民幣9,900萬元）及其他銀行之理財產品。理財管理產品主要為保本浮
動收益型產品，違約風險相對較低，所有本金和利息於到期日一併支付。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
認為上述理財管理產品能加強本集團財務狀況及為本集團帶來豐厚收益。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
日，該等金融資產合共約人民幣156,948萬元，佔本集團總資產約2.4%。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集團合共錄得已實現出售權益投資利潤約人民幣400萬元
及未實現權益投資及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虧損（淨額）約人民幣1,087萬元。董事會認為投資於權益投資
及金融資產能為本集團投資組合多元化及未來取得更佳收益。

研發

本集團繼續專注肝病、抗腫瘤、呼吸系統和心腦血管等治療領域的新產品研發。於第一季度內，本
集團獲得臨床批件14件、生產批件6件及一致性評價獲批6個、申報臨床9件、一致性評價申報3個及
申報生產2個。已累計有臨床批件、正在進行臨床試驗和申報生產的在研產品共437件，其中肝病用
藥30件、抗腫瘤用藥189件、呼吸系統用藥24件、內分泌用藥24件、心腦血管用藥40件及其它類用藥
130件。

一直以來，本集團十分重視研發，以結合自主創新、聯合開發及創仿開發的研發理念，不斷提升研
發水平和速度，並視其為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加大研發的資金投入。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研發總開支約人民幣99,400萬元，佔本集團收入約16.0%，分別已計入損益表及資本化於
財務狀況表中。

本集團亦十分重視保護知識產權，鼓勵企業積極申報各種專利，以提高核心競爭能力。於第一季度
內，本集團取得授權公告專利25項（其中發明專利21項、實用新型2項及外觀設計2項）及新增專利申
請123項（其中發明專利120項及外觀設計3項）。本集團已累計獲得發明專利授權787項、授權實用新
型專利25項，以及授權外觀設計專利92項。



11

投資者關係

本集團一直積極提升企業管治水平，以確保持續發展。透過不同形式及渠道，本集團與投資者保持
緊密溝通，既讓投資者掌握本集團之最新發展和消息，同時本集團亦借該等交流機會聆聽投資界的
寶貴意見，從而檢討本集團的發展方向。

儘管期內爆發2019冠狀病毒病，本集團改以電話會議形式，向投資者介紹二零一九年度全年業績及
最新業務發展，以維持高透明度。電話會吸引了逾490位來自本地及內地的分析師及基金經理參與。
本集團亦發放業績新聞稿予傳媒，讓散戶投資者透過媒體渠道了解本集團最新的業務情況及發展前
景。

另外，管理層參與由大型投資銀行及證券公司，包括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美銀美林、花旗等舉
辦的投資峰會及路演，分別於舊金山、北京、香港等地舉行，讓投資者獲得本集團業務發展及市場
優勢的第一手資料。

本集團亦一如既往在本公司及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按時公佈年報、披露及通函，並主動
發放自願公告，向股東及投資者披露公司的最新業務發展，保持企業透明度及市場關注度。

發行可轉換債券

於二零二零年二月十七日，本公司通過只向專業投資者發行債務形式成功完成發行750,000,000歐元
於二零二五年到期的零息可轉換債券（「債券」）。債券可依照債券條款和條件轉換成轉換股份。如果
債券全部按本公司每股股份的初步換股價19.09港元進行轉換、並且不再發行其他本公司股份（「股
份」），債券將轉換成338,380,041股股份，約佔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二月十七日已發行股本的2.69%，
以及約佔本公司在債券全部轉換下發行轉換股份後的已發行股本的2.62%。在債券進行轉換時發行的
轉換股份，將在所有方面與相關登記日的已發行股份相同、並且在所有方面上享有與相關登記日的
已發行股份相同的權利和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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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內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條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其條款不遜於上市規則附錄十（「標準守則」）。在
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確認所有董事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已遵守標準守則
及本公司採納之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所訂的規定。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之流動資金狀況仍維持強勁。於期間內，本集團之資金主要來自日常業務、發行可轉換債券
及銀行貸款。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約人民幣1,611,847萬元（二零
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1,191,121萬元）。

資本架構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短期貸款，金額約為人民幣8,668萬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約人民幣66,675萬元）及長期貸款，金額約人民幣812,752萬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約人民幣788,480萬元）。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除於銀行貼現之應收票據金額約人民幣12,948萬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人民幣59,899萬元）外，本集團有約人民幣68,680萬元資產抵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約人民幣83,000萬元）。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及本公司均沒有重大之或然負債（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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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及負債比率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總資產約人民幣6,664,003萬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約人民幣5,829,925萬元），總負債約人民幣2,555,707萬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1,801,468萬元），而資產及負債比率（總負債除以總資產）約38.4%（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30.9%）。

僱員及薪酬政策

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有23,302名僱員，並根據僱員之表現、經驗及當時之市場薪酬釐
訂其薪津。其他僱員福利包括強積金、保險及醫療、資助培訓，以及員工股份激勵計劃。於回顧期
間內，銷售及分銷成本和行政費用中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總額約為人民幣817,834,000元（二零
一九年：約人民幣636,447,000元）。

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採納購股權計劃（「二零一三購股權計劃」）及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五
日採納股份獎勵計劃（「二零一八股份獎勵計劃」）。該兩項計劃提供獎勵以挽留及鼓勵獲選參與者為
本集團的持續營運及發展而努力，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i)概無根據二零一三購股權計劃而
授出股份購股權; 及(ii)根據二零一八股份獎勵計劃而由信託持有的股份總數為47,667,000股及尚無任
何股份授予獲選參與者。

承受匯率波動風險

本集團大部份資產及負債均以人民幣、美元及港元定值。於中國的合資企業獲准為經常性項目（包括
向合資企業的外方投資者支付股息及盈利）將人民幣兌換成外幣。港元與美元之匯率長期以固定聯繫
匯率掛鈎，董事認為本集團不會承受重大之外幣匯率風險，因此並無實施對沖或其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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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中國之外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形勢仍然嚴峻，對經濟的影響仍將持續。有力的防控措施使中國境內疫
情已經基本得到控制並逐步復工復產，經濟指標下滑幅度已見收窄。中國有望率先走出疫情陰影恢
復正常生產生活和醫療秩序。疫情隔離期間受限的疾病診療需求逐步釋放可能帶來醫藥行業的近期
快速增長。

4+7政策的全國鋪開和延續大幅壓縮了入圍品種，尤其是有多家競爭仿製藥品種的利潤空間，疫情影
響使一些研發實力差缺乏新產品的中小製藥公司經營狀況更加雪上加霜甚至難以為繼，市場優勝劣
汰速度加快。持續有新產品、重磅產品推出成為製藥企業在市場競爭獲勝的首要條件。

本集團多年的高強度研發投入已經進入收穫期，各創新平台逐漸成熟，從小分子到大分子的創新人
才結構日臻完善。連續的大手筆研發投入確保每年度都有新產品推出。新產品已經成為並將持續成
為本集團業績增長的主要拉動力。

致謝

承蒙各位股東的鼎力信賴、支持和理解，本集團全體員工的不懈努力，本人謹代表董事會致以謝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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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本公司董事會宣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
一九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3 6,221,872 6,208,026

銷售成本 (1,266,872) (1,212,940)  

毛利 4,955,000 4,995,086

其他收益及利潤 3 342,130 144,694
銷售及分銷成本 (2,490,712) (2,454,615)
行政費用 (468,719) (511,418)
其他費用 (984,850) (902,164)
包括：研究與開發成本 (973,818) (864,612)
財務成本 4 (90,431) (35,107)
應佔聯營公司盈利及虧損 2,493 3,059  

稅前盈利 5 1,264,911 1,239,535
所得稅費用 6 (212,250) (212,205)  

本期間盈利 1,052,661 1,027,330
  

盈利歸屬於：
母公司持有者 862,021 856,702
非控制權益 190,640 170,628  

1,052,661 1,027,330
  

歸屬於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者之每股盈利 8

－基本及攤薄後 人民幣6.85分 人民幣6.80分
  

本期間宣佈派發第一季度股息之詳情列載於本公告附註7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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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間盈利 1,052,661 1,027,330
  

其他全面收益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於往後期間將重新分類為損益：
海外營運換算之匯兌差額 17,560 (106,068)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於往後期間將重新分類為損益淨額 17,560 (106,068)  

本期間總全面收益 1,070,221 921,262
  

歸屬於：
母公司持有者 876,200 753,261

非控制權益 194,021 168,001  

1,070,221 921,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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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6,998,090 6,913,728
投資物業 567,327 563,395
使用權資產 1,337,382 1,293,478
商譽 13,896,976 13,896,976
無形資產 7,504,229 7,703,642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993,204 808,443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指定以公允價值列賬之權益投資 1,304,988 1,211,084
遞延稅項資產 594,754 580,944
預付款 495,074 414,466  

總非流動資產 33,692,024 33,386,156  

流動資產
存貨 1,806,604 1,658,597
交易及票據應收賬款 2,613,113 2,712,209
預付、按金及其他應收款 10,503,082 6,903,251
應收相關人士款項 144,920 151,588
透過損益指定以公允價值列賬之權益投資 192,341 491,357
透過損益以公允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1,569,483 1,084,883
現金及銀行結餘 9 16,118,465 11,911,210  

總流動資產 32,948,008 24,913,095  

流動負債
交易及票據應付賬款 2,718,075 1,809,445
應付稅項 316,159 189,873
其他應付款及預提費用 6,655,361 5,433,879
附息銀行借款 86,684 666,749
租賃負債 24,243 23,079  

總流動負債 9,800,522 8,123,025  

淨流動資產 23,147,486 16,790,07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6,839,510 50,176,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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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政府補貼 324,226 480,652
附息銀行借款 8,127,518 7,884,802
可轉換債券 5,714,019 –
租賃負債 41,395 41,270
遞延稅項負債 1,549,390 1,484,934  

總非流動負債 15,756,548 9,891,658  

淨資產 41,082,962 40,284,568
  

權益
歸屬於母公司持有者之權益
股本 10 278,315 278,451
庫存股份 (412,837) (412,837)
儲備 31,840,604 31,246,044  

31,706,082 31,111,658
非控制權益 9,376,880 9,172,910  

總權益 41,082,962 40,284,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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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集團該等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當中包括所有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譯）及香港公認會計準則而編製。該等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
本慣例編製，惟若干界定為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建築物和權益投資以公允價值計量。除另有所指外，該等財務報表
乃以人民幣呈列，所有價值調整至最接近之千位數。

本未經審核綜合財務資料應與二零一九年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編製本未經審核綜合財務資料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所
採用者相符。

綜合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財務報表。附屬公
司乃一間由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的實體（包括結構性實體）。當本集團對參與投資對象業務的浮動回報承擔風險或
享有權利以及能透過對投資對象的權力（即本集團獲賦予能力以主導投資對象相關活動的既有權利）影響該等回報
時，即取得控制權。

倘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擁有少於投資對象大多數投票或類似權利的權利，則本集團於評估其是否擁有對投資對象的權
力時會考慮一切相關事實及情況，包括：

(a) 與投資對象其他投票持有人的合約安排；

(b) 其他合約安排所產生的權利； 及

(c) 本集團的投票權及潛在投票權。

附屬公司乃採用與本公司相同呈報日及一致會計政策來編製財務報表。附屬公司之業績自本集團取得控制權之日期
起綜合，及綜合至直至該等控制權終止日期為止。

收益或虧損及其他全面收益乃歸屬於母公司持有者及非控制權益，即使此舉會引致非控制權益為負數結餘。有關本
集團內公司間交易產生之集團內部公司之所有資產及負債、權益、收益、費用均全部於綜合時抵銷。

倘事實與環境顯示於上述附屬公司之會計政策中三項元素有超過一項更改，本集團會重新評估對其投資是否有控
制。一家附屬公司之擁有權權益發生變動（並未喪失控制權），則按權益交易列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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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本集團失去對一家附屬公司之控制權，則其撤銷確認(i)該附屬公司之資產（包括商譽）及負債；(ii)任何非控制權
益之賬面價值；及(iii)於權益內記錄之累計匯兌差額；及確認(i)所收代價之公允價值；(ii)所保留任何投資之公允價
值；及(iii)損益賬中任何因此產生之盈餘或虧損。按照與集團直接出售相關資產或負債之相同基礎，先前於其他全
面收益表內確認之本集團應佔部份重新分類為損益或滾存盈利（視何者屬適）。

2. 經營分部資料

管理層認為業務從產品和服務角度，三個可呈報營運分部資料如下：

(a) 西藥及生物藥分部包括生產、銷售及配銷西藥產品及中藥現代製劑產品；

(b) 投資分部為從事長期及短期投資；及

(c) 其他分部主要包括(i)本集團之研發部門，並提供服務予協力廠商；及(ii)相關醫療及醫院業務。

管理層會獨立監察營運分部之業績而作出資源分配之決定及評定其表現。分部表現評估乃根據可呈報分部盈利╱
（虧損），即本集團經調整稅前盈利╱（虧損）。

分部資產不包括被視為以集團形式管理之遞延稅項資產及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分部負債不包括被視為以集團形式管理之應付稅項及遞延稅項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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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分部業績

西藥及生物藥 投資 其他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收入：
售往外部的客戶 6,125,078 195 96,599 6,221,872

    

分部業績 1,314,523 8,463 (15,143) 1,307,843
   

調整：
利息及不可分攤利潤 77,299
應佔聯營公司之盈利及虧損 2,493
不可分攤的費用 (122,724) 

除稅前盈利 1,264,911
所得稅費用 (212,250) 

本期間盈利 1,052,661
 

資產及負債
分部資產 47,144,944 16,465,991 1,540,819 65,151,754
調整：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993,204
其他不可分攤資產 495,074 

總資產 66,640,032
 

分部負債 9,036,645 14,026,004 628,872 23,691,521
調整：
其他不可分攤負債 1,865,549 

總負債 25,557,070
 

其他分部資料：
折舊和攤銷 362,617 6,622 10,825 380,064

    

資本支出 203,352 9 34,299 237,660
    

其他非現金費用 166 – –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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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分部業績

西藥及生物藥 投資 其他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收入：
售往外部的客戶 6,067,150 204 140,672 6,208,026

    

分部業績 1,356,882 (14,246) (180) 1,342,456
   

調整：
利息及不可分攤利潤 42,865

應佔聯營公司之盈利及虧損 3,059

不可分攤的費用 (148,845) 

除稅前盈利 1,239,535

所得稅費用 (212,205) 

本期間盈利 1,027,330
 

資產及負債
分部資產 44,102,483 5,431,591 1,113,977 50,648,051

調整：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323,269

其他不可分攤資產 467,821 

總資產 51,439,141
 

分部負債 8,026,394 3,350,566 320,908 11,697,868

調整：
其他不可分攤負債 1,777,743 

總負債 13,475,611
 

其他分部資料：
折舊和攤銷 333,992 7,076 7,322 348,390

    

資本支出 211,079 42 69,486 280,607
    

其他非現金費用 588 18 – 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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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區域資料

(a)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

由於本集團超過90%的收入來自中國大陸內地客戶，故並無呈列更多地理區域分類資料。

(b) 非流動資產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香港 1,582,175 1,579,943

中國大陸 29,981,809 29,797,871

其他國家及地區 228,298 216,314  

31,792,282 31,594,128
  

上述持續經營業務的非流動資產資訊基於資產所在地區，不包括金融工具和遞延所得稅資產。

主要客戶資料

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由於本集團於期間內來自單一顧客的銷售收入並未達到本集
團收入的10%或以上，故並無呈列主要客戶資料。

3. 收入、其他收益及利潤

收入乃指已售出貨品的發票淨值減去退貨和折扣。

收入、其他收益和利潤分析如下：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貨品銷售 6,126,902 6,067,150

其他 94,970 140,876  

6,221,872 6,208,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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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收益
銀行利息收益 77,299 42,865

股息收益 71 1,623

政府補貼 11,454 7,762

出售廢料 138 235

投資收益 73,394 54,155

總租金收入 2,226 1,306

其他 17,233 12,575  

181,815 120,521  

利潤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利潤 219 –

出售透過損益指定以公允價值列賬之權益投資之利潤 4,000 24,173

可轉換債券嵌入衍生部份之公允價值利潤 156,096 –  

160,315 24,173  

其他收益和利潤 342,130 144,694
  

4. 財務成本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借款利息 78,718 35,107

可轉換債券債務部份之實際利息費用 11,713 –  

90,431 3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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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稅前盈利

本集團稅前盈利已扣除╱（計入）：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銷售成本 1,266,872 1,212,94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49,517 121,077

投資物業折舊 9,103 5,596

預付土地租賃費用確認 709 939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220,735 220,778

研究及開發費 973,818 864,61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利潤 (219)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166 606

應佔聯營公司損益 (2,493) (3,059)

銀行利息收益 (77,299) (42,865)

股息收益 (71) (1,623)

投資收益 (73,394) (54,155)

公允價值虧損╱（利潤），淨額：
透過損益以公允價值列賬之權益投資 10,867 14,603

可轉換債券嵌入衍生部份之公允價值利潤 (156,096) –

核數師酬金 1,206 1,175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及薪金 658,767 497,946

退休金供款 159,067 138,501  

817,834 636,447  

海外匯兌差異，淨額 31,893 (17,296)

6. 所得稅費用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集團：
本期間－香港 – –

本期間－中國大陸所得稅 244,441 225,792

遞延稅項 (32,191) (13,587)  

本期間稅金 212,250 21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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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開曼群島稅務減免法（2011年修訂版）第6條，本公司已獲總督會同內閣承諾，不會對本公司或其業務引用開曼
群島所制訂就所得利潤、收入收益或增值徵收任何稅項的法律。

由於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並無於英屬處女群島擁有經營地點（註冊辦事處除外）或經營任何業務，故
附屬公司毋須繳納所得稅。

香港所得稅以本期間內於香港所產生之預計應課稅收入按稅率16.5%（二零一九年：16.5%）予以撥備。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由於正大天晴、北京泰德、南京正大天晴、江蘇正大豐海、江蘇正大清江、
正大青島、連雲港潤眾及上海通用被評為「高新技術企業」，彼等之企業所得稅稅率均為15%。

除上述企業外，其他位於中國之企業於二零二零年之企業所得稅稅率為25%。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稅法，於中國大陸成立的外國投資企業所派發給外方投資者之股息需徵收10%預扣所得稅。該
項要求由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正式生效名適用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利潤。若中國與外方投資者之司法
權區有稅務條約，則可適用較低預扣稅項稅率。就本集團而言，適用稅率為5%。因此，本集團有責任就該等於中國
大陸成立的附屬公司先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產生之利潤並派發的股息繳付預扣所得稅。

7. 股息及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董事會宣佈派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股息每股普通股2港仙（二零一九年：2港仙）。二零二零
年第一季度股息將於二零二零年七月六日（星期一）派發予二零二零年六月十九日（星期五）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
東。為釐訂有權收取第一季度股息，本公司將於二零二零年六月十六日（星期二）至二零二零年六月十九日（星期五）
（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確保有權收取第一季度股息，各股東須於二零二零年六月十五日（星
期一）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將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交回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
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54樓，方為有效。

8. 歸屬於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者之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期間股東應佔淨利潤約人民幣862,021,000元（二零一九年：約人民幣856,702,000元）及期間內已
發行加權平均數普通股12,582,325,487股（二零一九年：12,591,798,176股)而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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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現金及銀行結餘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無限制之現金及銀行結餘 5,091,408 4,340,181

於三個月內期滿之定期存款 9,600,547 6,291,029

超逾三個月期滿之定期存款 1,426,510 1,280,000  

16,118,465 11,911,210
  

10. 股本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已發行及已繳足股本：
12,582,325,487 股普通股每股約0.025港元 

（二零一九年：12,588,304,487股普通股每股約0.025港元） 278,315 278,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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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及業績審閱

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第3.10及3.10(A)條委任足夠人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獨董」），其中最少一位
獨董擁有相關的專業資格或會計或財務管理經驗。本公司已委任四位獨董而其中兩位擁有財務管理
經驗，有關各人之簡歷已刊載於本公司二零一九年年報內。

審核委員會由三位獨董組成。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檢討本集團採用之會計準則及規例，並討論內
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宜，包括審閱本公司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財
務報表。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內，本公司於聯交所已回購5,979,000股股份，代價（不包括開
支）為6,070萬港元。回購之股份其後已註銷。進一步詳情載列如下：

月份 股份回購數目
每股股份購買代價

已付代價最高 最低
港元 港元 港元

三月 5,979,000 10.22 9.76 60,700,000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本期間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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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市
證券。

承董事會命
中國生物製藥有限公司

主席
謝其潤

香港，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八位執行董事，即謝其潤女士、謝炳先生、鄭翔玲女士、謝承潤先
生、謝炘先生、王善春先生、田舟山先生及李名沁女士以及四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陸正飛先生、
李大魁先生、魯紅女士及張魯夫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