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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2018年上半年」或「本期間」）的收入較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

六個月（「2017年上半年」）的收入205.4百萬港元增加10.6%至227.1百萬港元。

• 2018年上半年毛利增加2.7%至72.8百萬港元（ 2017年上半年：70.9百萬港元）。2018年上半

年毛利率由34.5%減少2.4個百分點至32.1%。

• 2018年上半年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增加4.4%至12.9百萬港元（2017年上半年：12.4百萬港

元）。

• 2018年上半年本公司每股基本盈利增加4.1%至2.02港仙（2017年上半年：1.94港仙）。

• 本公司董事會建議不派發2018年上半年的任何中期股息（2017年上半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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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永勝醫療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
「本集團」）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本報告已經由本公司之外聘

核數師中瑞岳華（香港）會計師事務所及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閱。

於2018年上半年，本集團的收入增加10.6%至227.1百萬港元（2017年上半年：205.4百萬港元）。毛利

率下降2.4個百分點至32.1%（2017年上半年：34.5%）。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增加4.4%至12.9百萬

港元（2017年上半年：12.4百萬港元）。本公司每股股份（「股份」）的基本盈利為2.02港仙（2017年上半

年：1.94港仙）。董事會建議不向本公司股東（「股東」）派發2018年上半年的中期股息（2017年上半年：

無）。

營運回顧
於2018年上半年，本集團繼續專注推行其核心策略以擴大其產品組合，並透過接洽新客戶及提高市

場滲透率，推廣其於原設備製造（「OEM」）及原品牌製造（「OBM」）分部的現有產品。得力於增加市場

推廣工作、OBM分部按計劃推出新產品以及現有OEM客戶的訂單增加，本集團的銷售額已恢復增長。

儘管我們繼續致力提高整個價值鏈的成本效率，但整體營運成本仍較去年同期增加。此主要是由於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的工資及勞動成本上漲、研究及開發（「研發」）規模擴大、增加監管保證及
市場推廣工作的投放以支持不斷壯大的產品組合（如新型和普樂TM CPAP（持續氣道正壓通氣）呼吸機

及新的加濕系統，已於2017年下半年首次推出）所致。

我們通過與醫療技術夥伴的合作及內部研發部門以充份發揮本身的優勢，從而擴展旗下產品組合，

進軍新的醫學專科領域並加快監管審批流程。於本期間，我們的英仕氣泡正壓呼吸CPAP輔助系統已

獲得CE (Conformité Européenne)認證，而我們亦已完成高流量給氧治療機的開發。

氣泡正壓呼吸CPAP輔助系統為無創正壓通氣系統，在新生兒呼吸機資源有限的國家特別受歡迎，讓

醫院可以為需要呼吸支持的新生兒、嬰兒及兒科患者使用氣泡正壓呼吸CPAP輔助系統。氣泡正壓呼

吸CPAP的主要市場將為一些開發中的亞太國家、印度、非洲、拉丁美洲，以及歐洲及美利堅合眾國

（「美國」）內的一些選定市場。

在本期間，高流量給氧治療機已完成開發。高流量給氧治療這種無創通氣已漸成為家用及重症監護

室作急性及慢性呼吸衰竭治療的必備器械。因此，我們預期高流量給氧治療機在2018年底推出市場

時將備受市場關注。

於2018年4月，我們憑藉與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有限公司共同開發的抗菌防潮醫用呼吸管，在第46

屆日內瓦國際發明展上榮獲評審團特別嘉許金獎。憑藉內置的抗菌防潮技術，此種無毒、防濾出、生

物相容的抗菌塑料和防潮套管可減少90%以上的細菌，是製造醫用呼吸管的理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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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M
OEM分部的收入為184.0百萬港元（2017年上半年：170.1百萬港元），增長8.2%，佔本集團總收入的

81.0%（2017年上半年：82.8%）。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現有成像一次性產品及骨科支護具康復器具的銷

量上升以及新產品的銷售增加所致，但部分被呼吸產品的收入減少5.8%所抵銷。於本期間，我們擴

大OEM產品系列，以提供更廣泛的塑料一次性產品、過濾器及手術工具，以滿足客戶的需要。

下表載列按產品類別劃分本集團OEM分部的收入明細：

按產品類別劃分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變動

千港元 所佔% 千港元 所佔%

呼吸產品 41,558 22.6 44,102 25.9 –5.8%
成像一次性產品 81,729 44.4 79,093 46.5 +3.3%
骨科支護具康復器具 31,402 17.1 29,493 17.4 +6.5%
其他（包括輸液調節器、 
模具及手術工具） 29,285 15.9 17,390 10.2 +68.4%

總計 183,974 100.0 170,078 100.0 +8.2%

我們的OEM產品主要售予美國客戶。於本期間，對美國的銷售額略減0.5%至145.5百萬港元。對歐洲

和澳洲的銷售額分別增長47.1%和126.5%。我們預計北美市場將繼續佔我們未來OEM收入的主要部

分。

下表載列按客戶所在地劃分的收入明細（以絕對金額和佔OEM分部收入的百分比）：

按地理位置劃分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變動

千港元 所佔% 千港元 所佔%

美國 145,532 79.1 146,206 86.0 –0.5%
歐洲 13,734 7.5 9,337 5.5 +47.1%
澳洲 13,225 7.2 5,840 3.4 +126.5%
日本 6,163 3.3 6,936 4.1 –11.1%
其他（包括以色列和香港） 5,320 2.9 1,759 1.0 +202.4%

總計 183,974 100.0 170,078 100.0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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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M
OBM分部的增長勢頭於2018年上半年持續，銷售額增加22.1%至43.1百萬港元（2017年上半年：35.3

百萬港元）。此主要得力於呼吸產品分部推出新產品和繼續提升市場推廣力度從而逐步建立長期穩定

的銷售渠道。中國市場繼續是OBM分部的主要市場，於2018年上半年銷售額增加27.1%至23.9百萬港

元（2017年上半年：18.8百萬港元）。儘管對歐洲的銷售額下降14.7%，對國際市場的銷售額錄得整體

增長16.4%至19.2百萬港元（2017年上半年：16.5百萬港元），此乃主要是由於對韓國和日本的銷售額

增長55.4%以及對美國的銷售額增長59.2%所致。

下表載列按產品類別劃分的本集團OBM分部的收入明細：

按產品類別劃分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變動

千港元 所佔% 千港元 所佔%

呼吸產品 38,638 89.6 29,792 84.3 +29.7%
骨科支護具康復器具 4,476 10.4 5,531 15.7 –19.1%

總計 43,114 100.0 35,323 100.0 +22.1%

下表載列按客戶所在地劃分的收入明細（以絕對金額和佔OBM分部收入的百分比）：

按地理位置劃分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變動

千港元 所佔% 千港元 所佔%

中國 23,887 55.4 18,801 53.2 +27.1%
韓國和日本 5,081 11.8 3,269 9.2 +55.4%
歐洲 5,054 11.7 5,923 16.8 –14.7%
美國 1,888 4.4 1,186 3.4 +59.2%
澳洲 430 1.0 354 1.0 +21.5%
其他（包括以色列、智利和加拿大） 6,774 15.7 5,790 16.4 +17.0%

總計 43,114 100.0 35,323 100.0 +22.1%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7 永勝醫療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八年中期報告

投資與合作
於本期間，我們繼續與現有合作夥伴及本集團所投資的醫療技術公司緊密合作，並監察該等公司的

產品開發進度。

Fresca Medical, Inc.（「Fresca」）是一家美國公司，而本集團擁有其已發行股本的13.51%。Fresca提交

的新醫療器材申請已於2018年6月獲得FDA（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准，以推出CURVE™氣道正

壓通氣輸送系統以用於治療阻塞性睡眠窒息症。Fresca的突破性技術令醫生可為未能接受現有CPAP

治療的患者提供全新的呼吸體驗。於本期間，我們與Fresca合作無間，為該系統某些組件的製造工序

轉移至我們在東莞的生產設施作好準備。預計CURVE™系統將於2019年開始在美國推出。

廣州柏頤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柏頤信息」，本集團擁有其已發行股本10%）為一家中國高科技企業，

主要從事設計、開發、銷售及營運智能可穿戴設備；亦是結合雲端計算和IoT（物聯網）技術的智能長

者醫療保健解決方案和信息管理解決方案的服務供應商。於本期間，柏頤信息與中國多間長者護理公

司及地區長者社區中心合作，提供智能社區護理服務。此外，在產品開發方面取得相當顯著的進展，

新的心電圖(ECG)智能手環和遠程健康監測解決方案將於2018年下半年推出。

Retraction Limited（「Retraction」）是香港的手術工具開發商，而本集團擁有其40%已發行股本。

Retraction在2018年上半年獲得CE認證後推出的「REVEEL」（為一系列擁有專利設計的牽開器，專為內

窺鏡或腹腔鏡手術中用於軟組織鬆動而設）新型號牽開器。這個新器械系列與領先的行業標準套管針

兼容，可用於更廣泛的手術領域。該公司現正進一步開發新型牽開器以加入更多功能，以成為更大型

產品組合的一環。

Inovytec Medical Solutions Ltd.（「Inovytec」，本集團現擁有其經擴大已發行股本之13.7%（計及攤薄影

響））是一家專注開發在呼吸及心臟緊急情況下用於氣道管理、氧療及除顫的醫療器械的以色列私人

公司。於本期間，我們的工程師繼續與Inovytec合作，將其便攜式呼吸機「Sparrow」的製造工序轉移至

我們的生產設施，目標是在2018年第四季度或之前進行首批商業生產的製造和測試。

Avalon Photonics Holdings Limited（「Avalon」，本集團擁有其20%已發行股本）是一家醫療器械和科技

公司專注研究和開發用於治療各種疾病的光療技術。由Avalon與本集團共同開發用於治療新生嬰兒黃

疸的LED可穿戴式光療儀已於2018年2月取得藥監局（中國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註冊認證。於

本期間，本集團開始與合作夥伴及專業分銷商以該產品於選定城市進軍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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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入
在OEM及OBM分部銷售改善的推動下，本集團於2018年上半年的總收入增加10.6%至227.1百萬港元

（2017年上半年：205.4百萬港元）。來自美國市場的收入為147.4百萬港元，而來自中國市場的收入增

加27.1%。就業務分部而言，OEM及OBM分別為本集團的總收入貢獻81.0%（2017年上半年：82.8%）

及19.0%（2017年上半年：17.2%）。

毛利及毛利率
儘管2018年上半年的總收入增加10.6%，毛利輕微上升2.7%至72.8百萬港元（2017年上半年：70.9百

萬港元）。毛利率由34.5%減少2.4個百分點至32.1%。人民幣（「人民幣」）兌美元（「美元」）升值、勞動
成本上升及生產所需原材料的價格上漲於本期間的整體影響，遠遠抵銷了本集團透過提升生產效率

而對毛利率產生的正面貢獻。

其他收入
本期間的其他收入主要為香港政府創新及科技基金下企業支援計劃的資助0.6百萬港元（2017年上半

年：無）。

銷售及分銷開支
2018年上半年的銷售及分銷開支增加75.1%至12.5百萬港元（2017年上半年：7.1百萬港元）。增加主

要是由於(i)新型和普樂TMCPAP呼吸機業務的開拓市場推廣成本；及(ii)銷售及市場推廣方面的員工成本

增加所致。銷售及分銷開支佔收入的百分比為5.5%（2017年上半年：3.5%）。

行政開支
儘管員工成本及一般辦公室開支增加，但2018年上半年的行政開支減少8.9%至41.8百萬港元（2017年

上半年：45.9百萬港元），主要由於與本集團OBM分部有關的若干研發開支資本化所致。

2018年上半年的資本化研發開支（包括研發人員的薪金和工資）為8.1百萬港元（2017年上半年：0.9百

萬港元），而2018年上半年計入行政開支之已付研發開支（包括研發人員的薪金和工資）為9.3百萬港

元（2017年上半年：7.9百萬港元）。總研發開支的增加主要是由於(i)研發團隊的擴充以及研發人員的

平均薪金和工資增加；(ii)進行中的研發項目增加；及(iii)產品開發相關開支增加，例如工程樣本和工具

費。本期間資本化研發開支增加，主要是由於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資本化確認準則的研發項目

增加所致。

應佔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的業績
本集團於2018年上半年應佔聯營公司虧損為0.9百萬港元（2017年上半年：虧損0.4百萬港元）及應佔

合營企業虧損為0.7百萬港元（2017年上半年：溢利0.1百萬港元），主要是應佔Retraction、柏頤信息及

Avalon的業績。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於2018年上半年增加4.4%至12.9百萬港元（2017年上半年：12.4百萬港元）。

該增加主要是由於OEM及OBM分部的收入及毛利整體增加，部分被銷售及分銷開支以及應佔聯營公

司及合營企業虧損增加所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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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無形資產
於2018年6月30日，其他無形資產包括(i)「希望之手」機器手訓練器械業務的使用權及開發成本14.1百

萬港元（2017年12月31日：14.5百萬港元），(ii)和普樂TMCPAP呼吸機業務的專利及開發成本11.2百萬港

元（2017年12月31日：7.7百萬港元），及(iii)其他產品的專利、許可權及開發成本9.9百萬港元（2017年

12月31日：4.1百萬港元）。如上文「行政開支」一段所說明，該增加主要是由於本期間的8.1百萬港元

資本化研發開支所致。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的投資
於2018年6月30日，於聯營公司的投資為13.9百萬港元（2017年12月31日：4.8百萬港元），包括本集團

於Retraction的投資以及於本期間內以代價4.2百萬港元收購的另一間聯營公司。

於2018年6月30日，於合營企業的投資為22.2百萬港元（2017年12月31日：23.0百萬港元），包括本集

團於柏頤信息及Avalon的投資。

詳情請參閱下文「重大投資」一段。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計量的股本投資
於2018年1月1日（即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的首次應用日期），本集團將其股本投資（主要

包括本集團於Fresca及Inovytec的投資）由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重新分類為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計

量。於2017年12月31日或之前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前，該等股本投資按成本減去減值虧損計

量，而自2018年1月1日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後，該等股本投資按公平值計量。於2018年1月1

日，該等股本投資的公平值（成本為48.6百萬港元）為61.4百萬港元。

於本期間，根據有關協議達成相關里程碑後，本集團支付14.1百萬港元認購Inovytec及其他投資的額

外權益。於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股本投資的公平值為77.3百萬港元。

合約資產
於2018年6月30日，合約資產主要包括自2018年1月1日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客戶合約收入

後，經過一段時間轉移的OEM產品銷售所產生的未開單金額為18.0百萬港元（2017年12月31日：無）。

當權利成為無條件時，合約資產轉撥至貿易應收款項。此通常發生於本集團向客戶發出發票之時。

即期稅項資產
於2018年6月30日，即期稅項資產為就兩間於香港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的預付香港利得稅，其減少

79.6%至0.7百萬港元（2017年12月31日：3.3百萬港元）。該減少乃由於在本期間為該兩間附屬公司作

出香港利得稅撥備所致。

僱員資料
於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的全職僱員總數為1,127名（2017年12月31日：1,073名）。僱員薪酬乃根據

其經驗、資歷、本集團經營業績及市場環境釐定。於本期間，包括董事酬金的員工成本（包括研發人

員的資本化薪金和工資）為58.9百萬港元（2017年上半年：54.1百萬港元），佔本集團收入25.9%（2017

年上半年：26.3%）。員工成本增加，主要是因為生產、品質保證、銷售及市場推廣以及業務發展方

面的僱員人數增加以及加薪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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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財政資源及借款
2018年上半年銀行及現金結餘減少42.4%至65.1百萬港元（2017年12月31日：113.0百萬港元）。減少

是由於經營活動的現金流入淨額9.8百萬港元、投資活動的現金流出淨額46.3百萬港元、融資活動的

現金流出淨額9.8百萬港元及外幣匯率變動的負面影響1.6百萬港元所致。大部分銀行及現金結餘均以

港元、美元及人民幣計值。

2018年上半年投資活動的現金流出淨額主要來自購買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計量的股本投資14.1

百萬港元、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11.2百萬港元、其他無形資產增加10.9百萬港元及注資╱收購聯營

公司10.1百萬港元，而融資活動的現金流出淨額主要來自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已派付股息

9.6百萬港元。

於2018年6月30日，總借款為9.7百萬港元（2017年12月31日：9.8百萬港元）。根據借款總額除以本公

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計算的淨資本負債比率為0.03（2017年12月31日：0.03）。於2018年6月30日，

本集團有未提取銀行貸款40.0百萬港元。

資本開支及承擔
於本期間，物業、廠房及設備的總投資為11.2百萬港元（2017年上半年：3.1百萬港元），其中36.0%用

於購買生產設備，餘款用於採購其他固定資產。

於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就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採購及若干投資的出資有已訂約資本承擔18.1百萬

港元，主要由內部資源及銀行借款撥付。

資本結構
於本報告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為6.4百萬港元，由637,65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的股份組成。

重大投資
於2018年6月30日，本公司認為以下屬重大投資：

1. 本集團持有Retraction的40%（2017年12月31日：20%）股權，賬面值為9.7百萬港元（2017年12月

31日：4.8百萬港元）。本集團於本期間在綜合損益表應佔虧損0.9百萬港元。

2. 本集團已支付3.0百萬美元（2017年12月31日：2.4百萬美元）以認購Inovytec的12,091股（2017年

12月31日：9,673股）A系列優先股，相當於Inovytec計及攤薄影響的經擴大已發行股本之13.7%

（2017年12月31日：12.4%）。於2018年1月1日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後，於Inovytec的股

本投資按公平值計量。於2018年6月30日，於Inovytec的股本投資的公平值為4.5百萬美元（相當

於35.0百萬港元）（2018年1月1日：3.6百萬美元（相當於27.9百萬港元））。

3. 本集團持有柏頤信息的10%（2017年12月31日：10%）股權，賬面值為9.9百萬港元（2017年12月

31日：9.9百萬港元）。本集團於本期間在綜合損益表應佔溢利0.09百萬港元。

4. 本集團持有Avalon的20%（2017年12月31日：20%）股權，賬面值為12.3百萬港元（2017年12月

31日：13.1百萬港元）。本集團於本期間在綜合損益表應佔虧損0.78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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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上述重大投資的主要業務、於本期間的表現以及未來前景的額外資料，請參閱上文「投資與合作」

一段。

重大收購及出售
於本期間，本集團並無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的重大收購或出售。

報告期後事項
於報告期後及直至本報告日期並無其他重要事項。

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2018年6月30日，概無本集團資產作抵押。

外匯風險
本集團部分成本及開支以人民幣計值，但鑒於本集團的OEM分部以出口為主，相當大部份的銷售額以

美元計值。因此，倘人民幣兌美元升值，或會導致本集團的成本上漲及盈利能力下降。董事已評估相

關外幣風險的影響並認為其可能對本集團的盈利能力造成重大影響。本集團目前並未就外幣交易、

資產及負債制訂外幣對沖政策。本集團會密切監視其外幣風險，並將於有需要時考慮對沖重大外幣

風險。

全球發售所得款項用途
扣除包銷費用及估計開支後，本公司收到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所得款項淨額」）約為94.6百萬港

元。於2018年6月30日的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約為15.4百萬港元並已存於香港一間持牌銀行作短期存

款。本公司擬根據本公司日期為2016年6月30日的招股章程所載的用途運用餘下所得款項淨額。

於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已按下文所述運用所得款項淨額：

所得
款項淨額

已運用
的金額

未運用
的金額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於2016年至2018年擴充及升級生產設施 47.3 31.9 15.4
於2016年至2018年開發在研及計劃中產品 25.5 25.5 –
於2016年至2018年銷售及營銷 17.1 17.1 –
一般公司用途及營運資金 4.7 4.7 –

或然負債
於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其他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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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從長遠來看，我們看到醫療器械行業擁有龐大的增長機遇，主要動力源自全球醫療保健人均支出不

斷增加、醫療器械可作保險報銷的範圍不斷擴大以及市場整合。然而，貿易戰揭開戰幔所引發的不確

定性及其對全球貿易的影響，以及人民幣及其他貨幣的匯價走勢，令2018年其餘時間的經營環境變

得更具挑戰和更為複雜。

美國市場佔本集團2018年上半年收入的約65%，於本期間的金額達147.4百萬港元；倘若貿易戰持續，

我們預計來自該市場的銷售將可能逐步減少。鑑於前路上的不確定性增加，本集團將保持警惕，密切

注視市場動態，並繼續與OEM客戶緊密溝通，以迅速應對政策及市況的任何變化。我們亦會繼續在所

有職能和項目中推行成本合理化的工作。最後，我們將繼續開發新市場，以減少中長期對美國市場的

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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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無）。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權益及╱或淡倉
於2018年6月30日，就任何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所知，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

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

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已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權
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被視為擁有之任何權益或淡倉），或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須予披露並登記於該條所指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或聯交所證券上市規

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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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知會本公司及
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如下：

股份及相關股份權益

董事姓名 權益種類 股份數目(L)
（附註1）

佔股權概約
百分比

（附註6）

蔡文成 實益擁有人╱受控制法團權益 383,989,890股股份
（附註2）

60.22%

陶基祥 實益擁有人 19,024,110股股份
（附註3）

2.98%

許明輝 實益擁有人 6,970,000股股份
（附註4）

1.09%

符國富 實益擁有人 6,970,000股股份
（附註5）

1.09%

陳令名 實益擁有人 262,000股股份 0.04%

容啟亮 實益擁有人 1,200,000股股份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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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L」指個人於股份或於相關股份之好倉。

2. 該等權益代表：

(a) 本公司主席兼執行董事蔡文成先生（「蔡先生」）持有之2,000,000股股份；

(b) Vincent Raya International Limited（「VRI」）持有之381,939,890股股份。蔡先生持有VRI已發行股本57.89%。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蔡先生被視為於VRI所持有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及

(c) Vincent Raya Co., Limited（永勝宏基集團有限公司）（「VRHK」）持有之50,000股股份。VRI持有VRHK全部已發行

股本，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蔡先生被視為於VRHK所持有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3. 該等權益代表：

(a) 本公司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陶基祥先生持有之16,497,778股股份；

(b) 授予陶基祥先生之526,332份購股權，其根據本公司之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受制於若干歸屬條件，詳情

載於下文「購股權計劃」一段；及

(c) 授予陶基祥先生之2,000,000份購股權，其根據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受制於若干歸屬條件，詳情載於下文「購股

權計劃」一段。

4. 該等權益代表：

(a) 執行董事許明輝先生持有之4,941,166股股份；

(b) 授予許明輝先生之528,834份購股權，其根據本公司之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受制於若干歸屬條件，詳情

載於下文「購股權計劃」一段；及

(c) 授予許明輝先生之1,500,000份購股權，其根據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受制於若干歸屬條件，詳情載於下文「購股

權計劃」一段。

5. 該等權益代表：

(a) 執行董事符國富先生持有之4,941,166股股份；

(b) 授予符國富先生之528,834份購股權，其根據本公司之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受制於若干歸屬條件，詳情

載於下文「購股權計劃」一段；及

(c) 授予符國富先生之1,500,000份購股權，其根據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受制於若干歸屬條件，詳情載於下文「購股

權計劃」一段。

6. 按於本報告日期已發行637,650,000股股份計算之概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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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及就董事所知，於2018年6月30日，概無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相聯

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

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彼等被當作或

被視為擁有之任何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須登記於該條所指登記冊之權

益或淡倉，或根據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或淡倉
於2018年6月30日，就董事所知，以下人士（董事或本公司高級行政人員除外）擁有5%或以上股份或

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之淡倉而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之條文須予披露，或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登記於該條所指登記冊如下：

股份權益

股東名稱 附註 身份 股份數目(L)
（附註1）

佔股權概約
百分比

（附註4）

VRI 2 實益擁有人╱受控制法團權益 381,989,890 59.91%

China Orient Asset  
Management Corporation

3 受控制法團權益 33,000,000 5.18%

Dong Yin Development  
(Holdings) Limited

3 受控制法團權益 33,000,000 5.18%

Bright Way Enterprise Inc. 3 實益擁有人 33,000,000 5.18%

附註：

(1) 「L」指實體於股份或於相關股份之好倉。

(2) 該等權益代表：

(a) VRI持有之381,939,890股股份；及

(b) VRHK持有之50,000股股份。VRI持有VRHK全部已發行股本，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VRI被視為於VRHK所持

有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3) China Orient Asset Management Corporation持有Dong Yin Development (Holdings) Limited之100%權益，後者持有Bright 

Way Enterprise Inc.之100%權益。因此，China Orient Asset Management Corporation及Dong Yin Development (Holdings) 

Limited各被視為於Bright Way Enterprise Inc.所持有的相同33,00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4) 按於本報告日期已發行637,650,000股股份計算之概約百分比。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2018年6月30日，就董事所知，概無任何其他法團或個人（董事及本公司高級行

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或淡倉而須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

置之權益登記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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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於2016年6月17日採納之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於2016年6月17日採納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首次公開
發售前購股權計劃旨在通過向本集團若干高管、董事、僱員及╱或顧問授予購股權作為獎勵和進一

步的激勵，以認可及表彰彼等對本集團發展所作出的貢獻。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將於2026年6

月16日屆滿，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於本報告日期之餘下年期約為八年。

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本公司於2016年6月17日有條件向共91名承授人以行使價每股0.80

港元（即等於有關本公司股份於2016年7月13日在聯交所主板上市的香港公開發售及國際配售之每股

發售股份之最終價格（即1.00港元）之80%）授出可認購合共19,684,000股股份的購股權。除於2016年

6月17日所授出之購股權外，並無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再授出購股權。

於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概無上述購股權獲行使而合共592,000份購股權已因為有關購股

權持有人自願離職而失效。於2018年6月30日，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已授出全數未行使之

購股權獲行使而可發行之最高股份數目為17,316,000股股份，相當於本公司於2018年6月30日已發行

股本約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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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間內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之未行使購股權的詳情如下：

已授出購股權所涉及股份的數目

承授人 授出日期 歸屬時間表 行使期

於2018年
1月1日

尚未行使
於本期間

行使
於本期間

失效

於2018年
6月30日
尚未行使

董事
陶基祥 2016年6月17日 25%之購股權將各分別

於2017年、2018年、
2019年及2020年各年
之7月13日歸屬

25%之購股權將可分別於
2017年、2018年、2019
年及2020年各年之7月13
日至2026年6月16日行使

526,332 – – 526,332

許明輝 2016年6月17日 25%之購股權將各分別
於2017年、2018年、
2019年及2020年各年
之7月13日歸屬

25%之購股權將可分別於
2017年、2018年、2019
年及2020年各年之7月13
日至2026年6月16日行使

528,834 – – 528,834

符國富 2016年6月17日 25%之購股權將各分別
於2017年、2018年、
2019年及2020年各年
之7月13日歸屬

25%之購股權將可分別於
2017年、2018年、2019
年及2020年各年之7月13
日至2026年6月16日行使

528,834 – – 528,834

合共 1,584,000 – – 1,584,000

顧問
合共 2016年6月17日 25%之購股權將各分別

於2017年、2018年、
2019年及2020年各年
之7月13日歸屬

25%之購股權將可分別於
2017年、2018年、2019
年及2020年各年之7月13
日至2026年6月16日行使

528,000 – – 528,000

高級管理層及其他僱員
合共 2016年6月17日 25%之購股權將各分別

於2017年、2018年、
2019年及2020年各年
之7月13日歸屬

25%之購股權將可分別於
2017年、2018年、2019
年及2020年各年之7月13
日至2026年6月16日行使

15,796,000 – (592,000) 15,204,000

總計 17,908,000 – (592,000) 17,3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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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6年6月24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於2016年6月24日採納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旨在通過向本集團任何高管、
董事、僱員、顧問、諮詢人、專業人士、代理、承辦商、客戶、貨品及╱或服務供應商、業務或合營

夥伴授出購股權作為獎勵或表揚其對本集團所作貢獻。購股權計劃將於2026年6月23日屆滿，購股權

計劃於本報告日期之餘下年期約為八年。

根據購股權計劃，本公司於2018年5月28日有條件向共21名承授人（包括本集團董事、高管及人員）以

行使價每股股份0.80港元授出可認購合共14,300,000股股份的購股權，行使價乃由董事會釐定，並不

低於以下較高者：(i)股份於2018年5月28日在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列之收市價每股0.63港元；(ii)股份於

緊接2018年5月28日前五個交易日在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列之平均收市價每股0.65港元；及(iii)每股股

份之面值0.01港元。

於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概無上述購股權獲行使而合共100,000份購股權已因為有關購股

權持有人自願離職而並無接納購股權要約而失效。於2018年6月30日，根據購股權計劃已授出全數未

行使之購股權獲行使而可發行之最高股份數目為14,200,000股股份，相當於本公司於2018年6月30日

已發行股本約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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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間內根據購股權計劃之未行使購股權的詳情如下：

已授出購股權所涉及股份的數目

承授人 授出日期 歸屬時間表 行使期

於2018年
1月1日

尚未行使
於本期間

授出
於本期間

行使
於本期間

失效

於2018年 
6月30日
尚未行使

董事
陶基祥 2018年5月28日 25%之購股權將分別

於2019年、2020
年、 2 0 2 1年 及
2022年各年之5月
28日歸屬

25%之購股權將分別自
2019年、2020年、
2021年及2022年各年
之5月28日起至2026
年6月23日止之期間內
可予行使

– 2,000,000 – – 2,000,000

許明輝 2018年5月28日 25%之購股權將分別
於2019年、2020
年、 2 0 2 1年 及
2022年各年之5月
28日歸屬

25%之購股權將分別自
2019年、2020年、
2021年及2022年各年
之5月28日起至2026
年6月23日止之期間內
可予行使

– 1,500,000 – – 1,500,000

符國富 2018年5月28日 25%之購股權將分別
於2019年、2020
年、 2 0 2 1年 及
2022年各年之5月
28日歸屬

25%之購股權將分別自
2019年、2020年、
2021年及2022年各年
之5月28日起至2026
年6月23日止之期間內
可予行使

– 1,500,000 – – 1,500,000

合共 – 5,000,000 – – 5,000,000

高級管理層及 
其他僱員

合共 2018年5月28日 25%之購股權將分別
於2019年、2020
年、 2 0 2 1年 及
2022年各年之5月
28日歸屬

25%之購股權將分別自
2019年、2020年、
2021年及2022年各年
之5月28日起至2026
年6月23日止之期間內
可予行使

– 9,300,000 – (100,000) 9,200,000

總計 – 14,300,000 – (100,000) 14,200,000

有關購股權的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報告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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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資料變更
於2017年年報刊發後之董事資料變更（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條及第13.51B(1)條規定須予披露）載列

如下：

董事姓名 變更詳情

廖佩青 於2018年5月24日退任為非執行董事

董事履歷載於本公司網站內「關於我們」一節。

企業管治
董事會致力維持最高企業管治標準，並致力維持具透明度、負責任及以回報價值為主導的管理常規，

從而提升及保障股東利益。董事會相信，行之有效及優質的企業管治乃為股東創造價值的重要平台，

並承諾持續檢討與改善本集團的企業管治常規，將整個組織的企業行為維持於最高道德標準。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企管守則」）作為其本身的企業
管治守則。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原則著重優秀的董事會、有效的內部監控及風險管理，以及具透明度及

對全體股東負責。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本期間內及截至本報告日期一直遵守企管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標準守則作為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的操守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所有

董事均確認，彼等於本期間內及截至本報告日期一直遵守標準守則關於彼等之交易的規定準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目前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區裕釗先生、陳令名先生及莫國章先生組成，

並訂有清楚列明其權力及職責的職權範圍。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

本公司之核數師中瑞岳華（香港）會計師事務所已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

號「由實體獨立核數師審閱中期財務資料」審閱本集團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

期業績。核數師之獨立審閱報告已載於本公司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內以供股東參

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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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2018年1月3日，本公司以約228,000港元回購350,000股股份，並於2018年1月16日註銷該等股份。

除上述者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

本公司上市證券。

足夠的公眾持股量
基於本公司所掌握的公眾公開資料及就董事會所知，於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一直維

持足夠公眾持股量在上市規則規定的不少於其已發行股份總數之25%。

刊發中期報告
載有上巿規則及相關法律法規所規定全部相關資料的本公司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

告，已於聯交所網站(http://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http://www.vincentmedical.com) 刊發。

代表董事會

永勝醫療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蔡文成
香港，2018年8月23日



獨立審閱報告

22二零一八年中期報告     永勝醫療控股有限公司

致永勝醫療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有限公司）

董事會

緒言
我們已審閱載於第23至46頁之中期財務資料，當中包括 貴公司於2018年6月30日的簡明綜合財務狀

況表及截至該日止六個月期間之相關簡明綜合損益表、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簡明綜合

權益變動表及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以及主要會計政策概要及其他解釋附註。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證券上市規則要求編製中期財務報告時須遵循有關條文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
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董事須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編製及呈列本中期財務資料負責。我們的責任為根據我們已同意的委聘條款對本中期財務資料

作出審閱並對其作出結論，並向 閣下報告，且並無其他目的。我們概不就本報告內容向任何其他人

士負責或承擔責任。

審閱範圍
我們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獨立核數師審閱中期財務資料」

進行審閱。中期財務資料審閱工作包括主要向負責財務會計事項人員詢問，並實施分析和其他審閱

程序。由於審閱的範圍遠較按照香港審計準則進行審核的範圍為小，我們無法保證將知悉可能在審

核中發現的所有重大事項。因此我們不會發表審核意見。

結論
根據我們之審閱，我們並沒有注意到任何事項，令我們相信中期財務資料在所有重大方面沒有按照

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

中瑞岳華（香港）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香港

2018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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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附註
2018年
千港元

（未經審核）

2017年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收入 5 227,088 205,401
銷售成本 (154,298) (134,526) 

毛利 72,790 70,875

其他收入 893 296
銷售及分銷開支 (12,499) (7,137)
行政開支 (41,817) (45,920) 

經營溢利 19,367 18,114

財務成本－借款利息 (344) (78)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932) (419)
應佔合營企業（虧損）╱溢利 (689) 121 

除稅前溢利 17,402 17,738

所得稅開支 6 (4,167) (4,555) 

期間溢利 7 13,235 13,183 

以下各方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2,905 12,365
非控制性權益 330 818 

13,235 13,183 

每股盈利 9
基本 2.02港仙 1.94港仙 

攤薄 不適用 1.93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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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千港元

（未經審核）

2017年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期間溢利 13,235 13,183
 

其他全面收益：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計量（「透過其他 
全面收益按公平值計量」）之股本投資公平值變動 1,816 –

 

將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應佔合營企業其他全面收益 (47) –
換算海外業務的滙兌差額 (2,056) 5,570

 

(2,103) 5,570
 

期間其他全面收益，除稅後淨值 (287) 5,570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12,948 18,753
 

以下各方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3,080 16,985
非控制性權益 (132) 1,768

 

12,948 18,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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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2018年
6月30日
千港元

（未經審核）

2017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經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51,782 47,190
商譽 4,270 4,270
其他無形資產 35,243 26,333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13,885 4,760
於合營企業之投資 22,167 22,988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 48,640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計量之股本投資 77,341 –

 

非流動資產總值 204,688 154,181
 

流動資產
存貨 88,005 97,439
合約資產 17,973 –
貿易應收款項 11 97,321 115,443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2 42,116 41,826
即期稅項資產 669 3,277
銀行及現金結餘 65,095 112,993

 

流動資產總值 311,179 370,978
 

總資產 515,867 525,159
 

權益及負債
股本 15 6,377 6,380
儲備 375,060 358,80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381,437 365,185
非控制性權益 55,822 49,766

 

權益總額 437,259 414,951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2,644 2,395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3 27,960 43,276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4 28,831 46,156
借款 9,709 9,824
即期稅項負債 9,464 8,557

 

流動負債總額 75,964 107,813
 

權益及負債總額 515,867 525,159
 

流動資產淨值 235,215 263,16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39,903 417,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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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賬

以股份為

基礎付款

之儲備 合併儲備

外幣

換算儲備

透過其他

全面收益按

公平值

計量儲備 保留溢利 總計

非控制

性權益 權益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2017年1月1日（經審核） 6,380 171,317 2,714 12,094 (8,057) – 166,624 351,072 50,404 401,476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 – – – 4,620 – 12,365 16,985 1,768 18,753

非控制性權益出資 – – – – – – – – 1,875 1,875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 – – 2,405 – – – – 2,405 – 2,405

已付股息 – (9,570) – – – – – (9,570) – (9,570)

已付非控制性權益股息 – – – – – – – – (2,786) (2,786)

期間權益變動 – (9,570) 2,405 – 4,620 – 12,365 9,820 857 10,677

於2017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6,380 161,747 5,119 12,094 (3,437) – 178,989 360,892 51,261 412,153

於2017年12月31日（經審核） 6,380 161,747 5,797 12,094 (612) – 179,779 365,185 49,766 414,951          

首次應用作出之調整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9號（附註2） – – – – – 12,758 – 12,758 – 12,758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5號（附註2） – – – – – – 3,976 3,976 988 4,964          

於2018年1月1日，經重列結餘 6,380 161,747 5,797 12,094 (612) 12,758 183,755 381,919 50,754 432,673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 – – – (1,641) 1,816 12,905 13,080 (132) 12,948

回購股份 (3) (225) – – – – – (228) – (228)

非控制性權益出資 – – – – – – – – 50 50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 – – 1,381 – – – – 1,381 – 1,381

已付股息 – (9,565) – – – – – (9,565) – (9,565)

視作收購之虧損 – – – – – – (1,455) (1,455) 1,455 –

購買自非控股股東 – – – – 71 – (3,766) (3,695) 3,695 –          

期間權益變動 (3) (9,790) 1,381 – (1,570) 1,816 7,684 (482) 5,068 4,586          

於2018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6,377 151,957 7,178 12,094 (2,182) 14,574 191,439 381,437 55,822 437,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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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千港元

（未經審核）

2017年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9,781 263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11,234) (3,139)
購買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 (28,303)
購買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計量之股本投資 (14,127) –
注資╱收購聯營公司 (10,056) –
收購一家合營企業 – (9,218)
添置其他無形資產 (10,875) (851)
其他投資性現金流量（淨額） 21 57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46,271) (41,454) 

回購股份 (228) –
償還銀行貸款 – (892)
其他貸款所得款項 1,406 –
償還其他貸款 (1,450) (1,123)
非控制性權益出資 50 1,875
已付本公司擁有人股息 (9,565) (9,570)
已付非控股股東股息 – (2,786)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9,787) (12,49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46,277) (53,687)

期初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12,993 222,206

滙率變動的影響 (1,621) 4,002 

期末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即 65,095 172,521 

銀行及現金結餘 65,095 172,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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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

「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應與2017年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細閱。除下述者外，編製本簡明綜合財務

報表所用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中所用者貫徹一

致。

2.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期間，本集團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布並與其營運有關及於2018年1月1日開始之會計年

度生效的所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

自2018年1月1日起，本集團已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5號客戶合約收入。若干其他新準則自2018年1月1日起生效，但對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並

無重大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有關確認、分類及計量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終止確認金融工具、金融資產減值及對沖會計處理的條文。

自2018年1月1日起，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導致會計政策變動及對已於財務報表確認的

金額進行調整。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過渡條文所准許，本集團已選擇不重列比較數字。

於過渡日期對金融資產及負債賬面值作出之任何調整乃於本期間之期初保留溢利內確認。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導致本集團會計政策出現下列變動。

(a) 分類
自2018年1月1日起，本集團將其金融資產分類為以下計量類別：

• 其後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計量（「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計量」）或透過
損益按公平值計量（「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量」）；及

• 按攤銷成本計量。

分類取決於本集團管理金融資產的業務模式及現金流量的合約條款。

金融資產於首次確認後不會進行重新分類，除非本集團於本期間改變管理金融資產的業

務模式。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29 永勝醫療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八年中期報告

2.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續）
(a) 分類（續）

對於按公平值計量的資產，收益及虧損將計入損益或其他全面收益。對於並非持作買賣

的股本工具投資，將取決於本集團於首次確認時是否已不可撤銷地選擇以透過其他全面

收益按公平值計量的方式將股本投資入賬。

本集團僅於同時符合以下標準之情況時，方會將金融資產分類為按攤銷成本計量：

• 業務模式的目標為持有資產以收取合約現金流量；及

• 合約條款產生在指定日期的現金流量乃全數用於支付未償還本金和利息。

(b) 計量
金融資產（並無重大融資部份的貿易應收款項除外）首次按公平值加上與收購金融資產直

接應佔的交易成本計量（倘屬並非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量的金融資產）。透過損益按公平

值計量的金融資產的交易成本於損益支銷。並無重大融資部份的貿易應收款項首次按交

易價格計量。

確定具有嵌入衍生工具的金融資產的現金流量是否僅為支付本金及利息時，應整體考慮

該等金融資產。

本集團後續按公平值計量所有股本投資。倘本集團管理層選擇於其他全面收益呈列股本

投資的公平值收益及虧損，終止確認投資後不會將公平值收益及虧損重新分類至損益。

當本集團確立收取股息款項的權利時，該等投資的股息繼續於損益確認為其他收入。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量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於損益表的其他收益╱（虧損）確認（如

適用）。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計量之股本投資的減值虧損（及減值虧損撥回）並無

與其他公平值變動分開列報。

(c) 減值
自2018年1月1日起，本集團對有關其按攤銷成本列賬之金融資產的預期信貸虧損進行前

瞻性評估。所應用的減值方法取決於信貸風險是否顯著增加。

預期信貸虧損為於金融資產的預計有效期內按信貸虧損的概率加權估計（即所有現金不

足金額的現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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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續）
(c) 減值（續）

就貿易應收款項及合約資產而言，本集團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准許之簡化方法，

其規定初步確認資產時予以確認之預計使用年期虧損。

其他應收款項的減值視乎信貸風險自首次確認後有否顯著增加，按12個月預期信貸虧損

或就使用年期預計虧損計量。倘若應收款項的信貸風險自首次確認後顯著增加，則減值

按使用年期預計虧損計量。

下文載列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對本集團的影響。

下表及隨附附註說明本集團於2018年1月1日各類金融資產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原有計量類

別及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新計量類別：

金融資產

根據香港
會計準則
第39號的分類

根據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
第9號的分類

根據香港
會計準則

第39號的賬面值

根據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
第9號的賬面值

千港元 千港元

股本投資（附註） 可供出售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

按公平值計量

48,640 61,39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貸款及應收款項 攤銷成本 236,812 236,812

該等變動對本集團的權益影響如下：

對透過其他
全面收益按
公平值計量
儲備的影響

對保留
盈利的影響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初結餘－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 179,779

非貿易買賣股本投資自可供出售重新分類至透過 
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計量的金融資產（附註） 12,758 –

期初結餘－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12,758 179,779

附註：

該等非上市股本投資指本集團擬就策略目的而長期持有的投資。於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前，該等股本投資以

成本減減值虧損計量。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所准許，本集團已於首次應用日期將該等投資指定為透過其他全面

收益按公平值計量。因此，該等股本投資已自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重新分類為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計量的金融資

產，並於2018年1月1日於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計量儲備計入約12,758,000港元的公平值收益。與香港會計準則

第39號有別，與該等投資有關的累計公平值儲備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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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客戶合約收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建立一個釐定是否確認收入、確認之金額多少及何時確認收入的全面

框架。其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18號收入、香港會計準則第11號建造合約及有關詮釋。

本集團已運用累積影響法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於首次應用日期確認首次應用該準則

的影響。因此，並無重列就2017年呈列的資料，即該資料如先前所呈報者，根據香港會計準則

第18號、香港會計準則第11號及有關詮釋呈列。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收入乃於承諾商品或服務之控制權轉移至客戶時確認。視乎合

約條款及適用於該合約之法律規定，承諾商品或服務之控制權可經過一段時間或於某一時間點

轉移。倘本集團在履約過程中滿足下列條件，承諾商品或服務之控制權乃經過一段時間轉移：

• 提供全部利益，而客戶亦同步收到並消耗有關利益；

• 隨著本集團履約而創建並提升客戶所控制之資產；或

• 並無創建對本集團而言有其他用途之資產，而本集團具有可強制執行權利收回迄今已完

成履約部份之款項。

倘承諾商品或服務之控制權經過一段時間轉移，收入乃參考已圓滿完成履約責任之進度而在合

約期間內確認。否則，收入於客戶獲得承諾商品或服務之控制權之時間點確認。

圓滿完成履約責任之進度乃基於下列最能描述本集團完成履約責任表現之其中一種方法計量：

• 直接計量本集團已轉移予客戶之資產價值；或

• 基於本集團為完成履約責任之付出或投入。

於過往報告期間，原設備製造（「OEM」）及原品牌製造（「OBM」）產品銷售的收入一般於擁有權

之風險及報酬轉移至客戶時確認。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導致本集團就收入確認的會計政策有以下變動。

(a) 銷售OEM產品的收入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OEM產品對本集團而言並無其他用途，且當本集團具有

可強制執行權利收回迄今已完成履約部份之款項時，本集團參考迄今已產生之成本相對

總預計成本而確認收入，原因為履約責任乃根據投入法在一段時間內履行。否則銷售於

產品的控制權轉移時（即產品交付客戶時）確認。交付發生於產品已交付至客戶規定的指

定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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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客戶合約收入（續）
(a) 銷售OEM產品的收入（續）

當任何一方履行合約時，本集團於綜合財務狀況表中將合約以合約資產或合約負債呈列

（根據實體之履約行為及客戶付款的關係而定）。

倘客戶支付代價或本集團向客戶移交貨品前擁有收取代價的無條件權利，本集團於付款

或記錄應收款項時（以較早者為準）將合約呈列為合約負債。合約負債是本集團因為已向

客戶收取代價（或代價金額到期）而向客戶轉讓貨品的責任。

應收款項於本集團擁有收取代價的無條件權利時入賬。倘若經過一段時間是到期支付代

價的唯一前提，則收取代價的權利為無條件。

(b) 銷售OBM產品的收入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OBM產品的銷售於產品的控制權轉移時（即產品交付客

戶時）確認。直至產品已運抵指定地點，陳舊過時及虧損風險已轉移至客戶，以及客戶已

根據銷售合約接收產品，接收條款已失效，或本集團有客觀憑證顯示所有接收準則均已

達成後，貨品交付方告作實。

下文載列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對本集團的影響。

下表概述對本集團於2018年1月1日期初保留盈利及非控制性權益的影響：

千港元

經過一段時間轉移的OEM產品銷售 5,560
有關稅項 (596)

自2018年1月1日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對保留盈利及非控制性權益的調整 4,964

以下各方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3,976
非控制性權益 988

4,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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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客戶合約收入（續）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與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之前生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18

號、香港會計準則第11號及有關詮釋對本集團財務狀況影響的比較如下：

綜合財務狀況表（摘錄）

以往於
2017年

12月31日呈列

根據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
第15號調整

於
2018年

1月1日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存貨 97,439 (12,262) 85,177
合約資產 – 17,822 17,822
即期稅項資產 3,277 (596) 2,681
保留盈利 179,779 3,976 183,755
非控制性權益 49,766 988 50,754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與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之前生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18

號、香港會計準則第11號及有關詮釋對於本期間及迄今為止期間所影響的各財務報表項目之金

額比較如下：

於2018年6月30日
的綜合財務狀況表（摘錄） 按已呈報

採納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
第15號的影響

並無採納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
第15號的金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存貨 88,005 11,990 99,995
合約資產 17,973 (17,973) –
即期稅項資產 669 642 1,311
保留盈利 191,439 (4,278) 187,161
非控制性權益 55,822 (1,063) 54,759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
六個月的綜合損益表（摘錄） 按已呈報

採納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
第15號的影響

並無採納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
第15號的金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227,088 (151) 226,937
銷售成本 154,298 271 154,569
所得稅開支 4,167 (45) 4,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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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平值計量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所反映本集團的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的賬面值與其各自的公平值相若。

公平值為市場參與者於計量日期在有序交易中銷售資產所收取或轉讓負債所支付之價格。下列

公平值計量披露採用將公平值計量所使用之估值方法輸入數據分類為三個等級的公平值階級：

第一層級輸入值：本集團可於計量日期取得之相同資產或負債於活躍市場之報價（未經調整）。

第二層級輸入值：可直接或間接觀察之資產或負債輸入值（不包括第一層級內之報價）。

第三層級輸入值：資產或負債之不可觀察輸入值。

本集團的政策為在導致轉撥的事宜或情況變動的日期確認三個等級各級的轉入及轉出。

a) 於2018年6月30日的公平值層級披露：

於2018年6月30日的公平值計量
描述 第一層級 第二層級 第三層級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常性公平值計量：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計量之 
金融資產 – 
非上市股本證券 – – 77,341 77,341

b) 按第三層級公平值計量的金融資產對賬：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
公平值計量的金融資產

2018年
千港元

2017年
千港元

於期初 –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首次應用日期（附註） 61,398 –
購入 14,127 –
在其他全面收益確認之總收益或虧損 1,816 –

 

於期末 77,341 –
 

於其他全面收益中確認之總收益或虧損於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之透過其他全面收

益按公平值計量之股本投資公平值變動中列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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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平值計量（續）
b) 按第三層級公平值計量的金融資產對賬：（續）

附註：

於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前，該等非上市股本證券乃按成本減減值虧損計量。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許可之情況下，本集團已將首次應用日期之該等投資指定為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計量。因此，該等股本

證券從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重新分類為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計量之金融資產，於2018年1月1日公平值約

為61,398,000港元。

c) 本集團於2018年6月30日採用之估值程序及公平值計量採用之估值方法及輸入數據的披
露：
本集團之財務總監負責就財務申報進行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公平值計量，包括第三層

級公平值計量。財務總監直接向董事會匯報該等公平值計量。財務總監及董事會就估值

程序及結果每年進行最少兩次討論。

對於第三層級公平值計量，本集團一般委聘具備認可專業資格及近期經驗之外聘估值專

家進行估值。

第三層級公平值計量

描述 估值方法
不可觀察
輸入數據 範圍

輸入數據上升
對公平值
的影響

2018年
6月30日
的公平值
千港元

分類為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 
公平值計量的非上市股本 
證券

貼現現金 
流量

加權平均 
資本成本

32% – 50% 減少 77,341

缺乏市場 
流通性折讓

20% 減少

長期增長率 2% 增加

所採用之估值方法並概無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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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
有關報告分部溢利或虧損的資料：

OEM
千港元

OBM
千港元

總計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 183,974 43,114 227,088
分部溢利╱（虧損） 29,862 (7,430) 22,432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 170,078 35,323 205,401
分部溢利╱（虧損） 27,651 (3,568) 24,083

 

報告分部溢利或虧損的對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千港元

2017年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報告分部溢利或虧損總額 22,432 24,083
利息收入 21 57
利息開支 (344) (78)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 (1,381) (2,405)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932) (419)
應佔合營企業（虧損）╱溢利 (689) 121
未分配公司收入 872 239
未分配公司開支 (2,577) (3,860)

 

綜合除稅前溢利 17,402 17,738
    

來自主要客戶的收入：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千港元

2017年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OEM分部
客戶A 85,162 80,949
客戶B 39,571 35,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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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收入
本集團的營運及主要收入來源已於上一份年度財務報表中說明。本集團的收入來自與客戶的合

約。

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對本集團中期財務報表的性質及影響於附註2披露。

在下表中，收入按產品類別、地區市場及確認收入的時間選擇而分拆。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OEM OBM 總計

2018年 2017年 2018年 2017年 2018年 2017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按產品類別劃分
呼吸產品 41,558 44,102 38,638 29,792 80,196 73,894
成像一次性產品 81,729 79,093 – – 81,729 79,093
骨科支護具康復器具 31,402 29,493 4,476 5,531 35,878 35,024
其他產品 29,285 17,390 – – 29,285 17,390

   

183,974 170,078 43,114 35,323 227,088 205,401
  

按地區市場劃分
美利堅合眾國 145,532 146,206 1,888 1,186 147,420 147,392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 – 23,887 18,801 23,887 18,801
澳洲 13,225 5,840 430 354 13,655 6,194
荷蘭 8,380 7,504 – – 8,380 7,504
日本 6,163 6,936 1,320 752 7,483 7,688
其他 10,674 3,592 15,589 14,230 26,263 17,822

   

183,974 170,078 43,114 35,323 227,088 205,401
   

按確認的時間選擇劃分
於某一時間點轉移的產品 98,812 170,078 43,114 35,323 141,926 205,401
經過一段時間轉移的產品 85,162 – – – 85,162 –

   

183,974 170,078 43,114 35,323 227,088 205,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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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收入（續）
下表提供有關與客戶合約的應收款項及合約資產的資料：

  

2018年
6月30日

2018年
1月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應收款項，已計入「貿易應收款項」 97,321 115,443
合約資產 17,973 17,822

 

合約資產主要包括銷售經過一段時間轉移的OEM產品所產生的未發出賬單金額。合約資產於有

關權利成為無條件時轉至應收款項。此一般於本集團向客戶發出發票時發生。

6. 所得稅開支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2,647 2,727
－中國企業所得稅 1,271 1,824
遞延稅項 249 4

 

4,167 4,555
 

香港利得稅於截至2018年及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就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計提。

根據自2008年1月1日起生效的中國企業所得稅法，標準的企業所得稅率為25%（本公司一家中

國附屬公司東莞永勝醫療製品有限公司具高新技術企業資格除外，其享有較低的企業所得稅率

為15%）。本公司中國附屬公司的相關稅率為15%至25%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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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期間溢利
本集團的本期間溢利扣減以下各項後呈列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攤銷 1,890 821
已售存貨成本 154,298 134,526
折舊 6,212 5,299
董事酬金 3,098 3,069
以權益結算並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 1,381 2,405
匯兌虧損，淨額 2,633 2,938
經營租賃開支－土地及樓宇 6,228 4,280
研發支出 9,746 8,192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57,185 54,075

 

8. 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議決不就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宣派任何中期股息（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

六個月：無）。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1.5港仙（合共約9,565,000港元）已獲批准及於2018年6

月20日派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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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盈利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12,905 12,365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37,656 638,000

本公司授出的購股權產生的潛在攤薄普通股的影響（附註） 不適用 3,373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不適用 641,373
 

附註：

於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所有潛在普通股之影響均為反攤薄。

10.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購入物業、廠房及設備約11,234,000港元（截至2017年

6月30日止六個月：3,139,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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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應收款項
本集團授予客戶的一般信貸期介乎30至90日。本集團致力對其未收回的應收款項保持嚴格控
制。董事定期審視逾期結餘。

貿易應收款項根據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2018年
6月30日

2017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48,452 39,925
31至60日 19,567 27,348
61至90日 15,993 22,249
超過90日 13,309 25,921

 

97,321 115,443
 

12.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018年
6月30日

2017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投資按金 – 1,855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按金 11,227 10,521
購買商品的按金 15,107 14,945
預付開支 2,006 2,552
租金及其他按金 5,702 6,487
增值稅及其他應收款項 8,074 5,466

 

42,116 41,826
 

13. 貿易應付款項
貿易應付款項根據收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2018年
6月30日

2017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17,814 20,784
31至60日 2,584 7,134
超過60日 7,562 15,358

 

27,960 43,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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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018年
6月30日

2017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計員工成本 11,711 18,394
其他應計開支 4,938 7,485
其他應付款項 3,634 5,325
預收款項 3,689 5,275
未付投資成本 4,859 9,677

 

28,831 46,156
 

15. 股本

2018年
6月30日

2017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法定：
10,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普通股 100,000 1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637,650,000股（於2017年12月31日：638,000,000股） 
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普通股 6,377 6,380

 

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變動概要如下：

已發行
股份數目

已發行
股份面值
千港元

於2017年1月1日、2017年12月31日及2018年1月1日 638,000,000 6,380
回購股份 (350,000) (3)

於2018年6月30日 637,650,000 6,377

於2018年1月3日，本公司以約228,000港元回購350,000普通股，並於2018年1月16日註銷該等

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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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購股權
於2016年6月17日採納之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
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於2016年6月17日獲批准並予以採

納。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旨在通過向本集團若干高管、董事、僱員及╱或顧問授予購股

權作為獎勵和進一步的激勵，以認可及表彰彼等對本集團發展所作出的貢獻。首次公開發售前

購股權計劃將於2026年6月16日屆滿。

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授出之各批購股權均須遵守以下歸屬時間表：

批次 歸屬日期
佔歸屬購股權

百分比

1 2016年7月13日（「上市日期」）起第一週年 25%

2 上市日期起第二週年 25%

3 上市日期起第三週年 25%

4 上市日期起第四週年 25%

各批次購股權於有關批次歸屬日期起至緊接授出購股權日期起第十週年當日前之營業日（包括

首尾兩日）期間可獲行使。

每股認購價為0.80港元。於2016年6月17日，已授出19,684,000份購股權。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

購股權計劃將不會再提呈或授出購股權。

各批次購股權詳情如下：

批次 授出日期 歸屬期 行使期 行使價
港元

1 2016年6月17日 2016年6月17日至2017年7月13日 2017年7月13日至2026年6月16日 0.80

2 2016年6月17日 2016年6月17日至2018年7月13日 2018年7月13日至2026年6月16日 0.80

3 2016年6月17日 2016年6月17日至2019年7月13日 2019年7月13日至2026年6月16日 0.80

4 2016年6月17日 2016年6月17日至2020年7月13日 2020年7月13日至2026年6月16日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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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購股權（續）
於2016年6月17日採納之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續）
如有購股權於授出日期起十年期間未獲行使，則購股權將告屆滿。如有董事、僱員及╱或顧問

離開本集團，則其購股權將失效。

期內購股權之變動如下：

購股權數目 加權平均行使價
港元

期初尚未行使 17,908,000 0.80
期內失效 (592,000) 0.80

期末尚未行使 17,316,000 0.80

期末可行使 4,329,000 0.80

於2016年6月24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
一項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於2016年6月24日獲批准並予以採納。根據購股權計劃，董事

會可酌情授出購股權予本集團任何高管、董事、僱員、諮詢人、顧問、專業人士、代理、承辦

商、客戶、貨品及╱或服務供應商或夥伴。購股權計劃將於2026年6月23日屆滿。

每股份認購價將由董事會釐定並於提呈購股權時通知承授人。

於2018年5月28日，本集團向若干董事及僱員授出14,300,000份購股權，每股行使價為0.80港

元。25%之購股權將分別於2019年、2020年、2021年及2022年各年之5月28日歸屬，並將分別

自2019年、2020年、2021年及2022年各年之5月28日起至2026年6月23日止之期間內可予行使。

購股權於授出日期的估計公平值約為2,654,000港元。

公平值乃使用二項式期權定價模式計算。該模式的輸入數據如下：

加權平均股價 0.63港元

加權平均行使價  0.80港元

預期波幅 37.35%

無風險利率 2.79%

預期股息率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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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購股權（續）
於2016年6月24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續）
如有購股權於授出日期起十年期間未獲行使，則購股權將告屆滿。如有董事及╱或僱員離開本

集團，則其購股權將失效。

期內購股權之變動如下：

購股權數目
加權平均
行使價
港元

期初尚未行使 –
期內授出 14,300,000 0.80
期內失效 (100,000) 0.80

期末尚未行使 14,200,000 0.80

期末可行使 –

17. 關連方交易
期內本集團與其關連方有以下交易及往來結餘：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從一家關連公司購買貨物 199 112
向一家關連公司支付餐飲服務費 538 506
向一家關連公司支付租金開支 4,069 3,100
支付予一家關連公司之金屬用品及加工服務費 2,606 2,108

 

2018年 201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給予一家關連公司的其他應付款項 787 478
來自一家關連公司的其他應收款項 76 76

 

附註：

本公司執行董事蔡文成先生擁有該等關連公司的實益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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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2018年6月30日並無任何其他重大或然負債（於2017年12月31日：無）。

19. 資本承擔
於報告期末已訂約但未招致的資本承擔如下：

2018年 201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240 18,135
對該等投資的資本承擔 7,848 –

 

18,088 18,135
 

20. 已頒佈但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多項新準則及準則修訂為對於2018年1月1日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並充許提前應用。本集團並無
提前採納任何已頒佈但未生效的新訂或經修訂的準則。

21. 批准財務報表
本財務報表於2018年8月23日獲董事會批准並授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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