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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6月 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2019年 2018 年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246,524 227,088 +8.6%
毛利 83,698 72,790 +15.0%
期間溢利 15,510 13,235 +17.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13,667 12,905 +5.9%
每股盈利

基本（港仙） 2.14 2.02 +5.9%
每股股息（港仙） 無 無 不適用

收入分析
按產品類別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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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永勝醫療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布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
集團」）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2019年上半年」或「本期間」）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連
同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2018年上半年」）的比較數字。本報告已經由本公司之外聘核數師羅
申美會計師事務所及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閱。

本集團的財務業績令人鼓舞，其銷售額持續增長，毛利率亦見改善。於2019年上半年，本集團的收入
增加8.5%至246.5百萬港元（2018年上半年：227.1百萬港元）。整體毛利率增加1.9個百分點至34.0%

（2018年上半年：32.1%）。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增加6.2%至13.7百萬港元（2018年上半年：12.9百
萬港元）。本公司每股股份（「股份」）的基本盈利為2.14港仙（2018年上半年：2.02港仙）。董事會建議
不向本公司股東（「股東」）派發2019年上半年的中期股息（2018年上半年：無）。

營運回顧
於2019年上半年，本集團繼續推行其策略，專注於擴大產品組合、優化業務營運及擴充產能。原設備
製造（「OEM」）及原品牌製造（「OBM」）分部俱錄得持續增長，其中品牌業務的高速發展是其中一個亮
點。

以Inspired®品牌推出氣泡CPAP（持續氣道正壓通氣）系統、O2FLO呼吸儀及O2B電動氧氣混合器，以及
和普樂TM品牌的7及8系列PAP（正壓通氣）治療機均是重要的里程碑，標誌着本集團逐漸轉型為同時提
供一次性產品及儀器的全方位呼吸醫療器械供應商。儘管該等儀器於本期間首次貢獻的收入相對有
限，惟本集團預視未來數年將有龐大增長空間。於回顧期間，隨着國際行業參與者繼續在一些個別市
場尋找有關新產品的合作夥伴旨在於取得監管批准後推出產品，因此我們的營銷團隊接觸到更多發
展及生產機遇。

於2019年3月，廣東省藥品監督管理局公布，我們的高流量氧氣治療機(VUN-001)獲得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第二類醫療器械優先審批資格。管理局自2018年10月起實施優先審批程序，旨在加快國內
醫療器械發展，而本集團對於VUN-001將能有望較快進軍中國市場感到振奮。

於2019年5月，中國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藥監局」）亦向和普樂TM PAP 8系列呼吸機及其配件發出註
冊證。和普樂TM PAP 8系列為一種自動適應伺服通氣治療機，輔以網上雲端應用程式iHypnusCareTM，
能夠檢測睡眠窒息並調整氣道正壓。8系列獲藥監局批出註冊證亦是和普樂TM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本
集團亦緊接於2019年6月把產品推出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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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產能方面，自2018年底開始，若干一次性產品的生產線一直在產能滿載的情況下運作。由於新機器及
新生產線須待2019年下半年方正式投產，因此於本期間支付予工人的超時工資對本集團的利潤率造
成一些負面影響。儘管如此，OBM分部貢獻較高的銷售額、人民幣（「人民幣」）貶值加上其他成本控
制措施，足以遠遠抵銷本期間出現生產樽頸所致的利潤率影響。

OEM
OEM分部的收入為185.8百萬港元（2018年上半年：184.0百萬港元），錄得溫和增長1.0%，佔本集團總
收入的75.4%（2018年上半年：81.0%）。呼吸產品及骨科支護具康復器具的收入貢獻較高，足以充份抵
銷成像一次性產品及其他產品的收入減少。OEM分部毛利率增加至32.2%（2018年上半年：31.0%），
主要由於人民幣貶值所致。

下表載列按產品類別劃分的本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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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2019年 2018年 變動
千港元 佔收入% 千港元 佔收入%

成像一次性產品 76,752 41.3% 81,729 44.4% -6.1%
呼吸產品 49,126 26.4% 41,558 22.6% +18.2%
骨科支護具康復器具 36,174 19.5% 31,402 17.1% +15.2%
其他產品（包括輸液調節器、模具、

手術工具及一次性塑料產品） 23,761 12.8% 29,285 15.9% -18.9%
  

總計 185,813 100.0% 183,974 100.0% +1.0%
  

我們對美利堅合眾國（「美國」）市場的OEM銷售額增加3.5%至150.6百萬港元，主要由於美國市場對呼
吸產品及骨科支護具康復器具有較高需求。對澳洲和歐洲的銷售額分別減少8.8%及25.4%，主要由於
澳洲的模具製作銷售額較低以及歐洲的呼吸產品銷售額較低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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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按客戶所在地劃分的本集團OEM分部的收入明細：

按地理位置劃分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2019年 2018年 變動
千港元 佔收入% 千港元 佔收入%

美國 150,602 81.1% 145,532 79.1% +3.5%
澳洲 12,056 6.5% 13,225 7.2% –8.8%
歐洲 10,246 5.5% 13,734 7.5% –25.4%
日本 8,008 4.3% 6,163 3.3% +29.9%
其他（包括以色列及香港） 4,901 2.6% 5,320 2.9% –7.9%

  

總計 185,813 100.0% 183,974 100.0% +1.0%
  

OBM
隨着新產品逐漸面世，以及加強品牌認受性及業務網絡的策略性計劃持續推行，我們的OBM分部繼
續表現強勁，其收入增加40.8%至60.7百萬港元（2018年上半年：43.1百萬港元）。毛利率增加2.8個百
分點至39.4%（2018年上半年：36.6%），主要由於推出新產品以及優化產品組合，其中呼吸產品類別
項下的電子儀器及裝置（例如O2FLO呼吸儀及和普樂TM PAP治療機）錄得強勁的銷售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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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2019年 2018年 變動
千港元 佔收入% 千港元 佔收入%

呼吸產品 54,843 90.3% 38,638 89.6% +41.9%
骨科支護具康復器具 5,868 9.7% 4,476 10.4% +31.1%

  

總計 60,711 100.0% 43,114 100.0% +40.8%
  

中國市場繼續是OBM分部的主要市場，銷售額增加34.1%至32.0百萬港元（2018年上半年：23.9百萬港
元），佔分部收入52.7%，國際市場的收入亦顯著增加49.5%，達28.7百萬港元（2018年上半年：19.2

百萬港元）。於本期間，對歐洲的銷售額躍升92.0%至9.7百萬港元（2018年上半年：5.1百萬港元），此
乃得益於新客戶以及更多產品自2018年取得CE(Conformité Européenne)認證後令產品組合增加所致。
由於Inspired® O2FLO呼吸儀、呼吸加濕器及氧氣混合器已於2018年下半年及2019年初獲日本厚生労働
省註冊認證，分部於本期間對日本市場的銷售額增加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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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按客戶所在地劃分的本集團OBM分部的收入明細：

按地理位置劃分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2019年 2018年 變動
千港元 佔收入% 千港元 佔收入%

中國 32,031 52.7% 23,887 55.4% +34.1%
歐洲 9,705 16.0% 5,054 11.7% +92.0%
美國 2,952 4.9% 1,888 4.4% +56.4%
日本 2,658 4.4% 1,320 3.1% +101.4%
香港 2,488 4.1% 858 2.0% +190.0%
其他（包括以色列、印度、 

澳洲和加拿大） 10,877 17.9% 10,107 23.4% +7.6%
  

總計 60,711 100.0% 43,114 100.0% +40.8%
  

投資與合作
於2018年推出一系列智能可穿戴設備後，廣州柏頤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柏頤信息」）於2019年6月進一
步推出智能全球定位系統手錶S7PRO，集中力量向中國長者護理服務供應商推廣該設備，以及擴充
電商業務，從而鞏固客戶基礎。

於本期間，Inovytec Medical Solutions Ltd.（「Inovytec」）繼續於歐洲及美國接觸政府機構、地區分銷商
及關鍵意見領袖，推廣旗下三種主要產品(LUBO、SALI及Ventway Sparrow)，並有多項臨床研究正在進
行中。Inovytec亦已經向FDA（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遞交有關超輕型渦輪呼吸機「Ventway Sparrow」
的申請。

Retraction Limited（「Retraction」）已完成開發其新型5毫米牽開器(RT01)。此裝置讓外科醫生能夠使用
行業標準5毫米穿刺套管，藉此拓闊REVEEL在上消化道手術中的應用。提交FDA 510(k)申請產品註冊
的工作正在進行，並且正積極在美國尋找分銷渠道。現有REVEEL牽開器的銷情理想，而歐洲市場的
需求穩定。

於本期間，Avalon Photonics Holdings Limited（「Avalon」）已開始其第二代LED可穿戴式光療儀的藥監
局產品註冊程序。經強化的設備新增功能，將可應付更多不同用途。

於本期間，Fresca Medical, Inc.（「Fresca」）已完成將製造工序轉移至本集團的生產設施，並進行一系
列臨床先導研究，為準備日後向有關當局提交申請。於2019年6月底，Fresca於睡眠實驗室完成一項
先導研究，針對5名對象合共10個睡眠夜評估系統的APAP（自動氣道正壓通氣）算法邏輯、安全性及
研究對象的睡眠質素等，而初步結果令人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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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鑒於全球對醫療保健經濟日漸關注，本集團預期一些雲端連接家居保健及預防性儀器等領域將出現
強勁增長，因為該等產品可以較低成本獲得良好醫療效益。具體而言，在呼吸類別方面，高流量吸氧
治療在急性及慢性呼吸衰竭治療中逐漸獲得認可亦越見普遍，這種療法是一個相較傳統給氧療法及
非侵入式通氣更具成本效益的替代治療，在儀器及一次性產品的成本以及運作效率方面均更優勝。

就此而言，本集團的業務發展及財務表現均取得持續進展。透過新型高流量給氧治療機及治療睡眠
窒息症的PAP治療機，本集團將能把握需求增加的商機，預期將於2019年下半年錄得收入自然增長。
儘管中國的生產及勞工成本上漲，本集團亦將會致力擴大利潤率。

本集團將會繼續推廣其「英仕醫療」品牌，並尋求為O2FLO呼吸儀和O2B電動氧氣混合器取得CE認證及
藥監局註冊，本集團同時將日本定為關鍵增長地區之一，原因為日本是全球最大醫療器械市場之一。
本集團有意在法規及營銷方面投入更多資源，擴大我們在日本的業務及分佈。最後，本集團將繼續密
切注意所投資的醫療科技企業之最新產品發展，並尋求讓本集團能進軍新的地區市場及取得輔助技
術的潛在合作。

財務回顧
收入
在OEM及OBM分部均錄得銷售額較高的推動下，本集團於2019年上半年的總收入增加8.5%至246.5百
萬港元（2018年上半年：227.1百萬港元）。來自美國市場及中國市場的收入分別增加4.2%及34.1%。
OEM分部及OBM分部分別為本集團的總收入貢獻75.4%（2018年上半年：81.0%）及24.6%（2018年上
半年：19.0%）。

毛利及毛利率
毛利上升15.0%至83.7百萬港元（2018年上半年：72.8百萬港元）。毛利率由32.1%增加1.9個百分點至
34.0%。此乃主要由於本期間人民幣貶值及OBM分部錄得強勁銷售額增長，遠遠抵銷了勞工及生產成
本上漲的影響。

其他收入
本期間的其他收入主要為東莞松山湖科技產業園（「松山湖」）「莞榕計劃」2.5百萬港元的資助（2018年
上半年：無）。

銷售及分銷開支
銷售及分銷開支增加24.8%至15.6百萬港元（2018年上半年：12.5百萬港元）。增加主要是由於客戶對
較佳交付服務的要求增加，以及新產品的開拓市場推廣成本所致。銷售及分銷開支佔收入的百分比
為6.3%（2018年上半年：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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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增加18.7%至49.6百萬港元（2018年上半年：41.8百萬港元），主要由於本集團OBM分部有關
已費用化的研究及開發（「研發」）費用增加、銷售及研發辦公室遷至松山湖以及員工的一般薪金調整
所致。於本期間的資本化研發費用（包括研發人員的薪金和工資）為2.8百萬港元（2018年上半年：8.1

百萬港元），而計入行政開支之已費用化的研發費用（包括研發人員的薪金和工資）為11.5百萬港元
（2018年上半年：9.3百萬港元）。

應佔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的業績
本集團於本期間應佔聯營公司虧損為0.5百萬港元（2018年上半年：虧損0.9百萬港元）及應佔合營企業
虧損為0.7百萬港元（2018年上半年：虧損0.7百萬港元），主要是應佔Retraction、柏頤信息及Avalon的
業績。

所得稅開支
所得稅開支減少19.0%至3.4百萬港元（2018年上半年：4.2百萬港元），主要由於有權獲得中國稅務優
惠政策及待遇。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增加6.2%至13.7百萬港元（2018年上半年：12.9百萬港元）。該增加主要是由
於收入、毛利及其他收入整體增加，部分被銷售及分銷開支以及行政開支較高所抵銷。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購置額外自動化機械及設備，並且已擴大及升級生產區域和產能。於2019年6月
30日，物業、廠房及設備增加16.2%至62.3百萬港元（2018年12月31日：53.6百萬港元）。

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
於2019年6月30日，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分別為25.0百萬港元（2018年12月31日：無）及25.5百萬港
元（2018年12月31日：無）。增加主要由於採納自2019年1月1日起生效之新會計準則所致。

存貨
於2019年6月30日，存貨增加18.7百萬港元至114.3百萬港元（2018年12月31日：95.6百萬港元）。管理
層認為此存貨水平相對我們的預測銷售額而言屬於適當。

人力資源
於2019年6月30日，本集團的全職僱員總數為1,241名（2018年12月31日：1,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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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向高級管理層提供表現花紅計劃及購股權，以
回報及保留卓越的管理團隊。

於本期間，包括董事酬金的員工成本（不包括研發人員的資本化薪金和工資）為74.3百萬港元（2018年
上半年：57.2百萬港元），佔本集團收入30.1%（2018年上半年：25.2%）。員工成本增加，主要是因為
僱員人數增加、薪金調整及超時工資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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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及借款
於2019年6月30日，銀行及現金結餘（扣除銀行貸款）為61.0百萬港元（2018年12月31日：71.9百萬港
元）。

於2019年6月30日，總借款為16.3百萬港元（2018年12月31日：17.2百萬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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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018年12月31日：0.05）。

於2019年6月30日，本集團尚未使用之備用信貸額為30.0百萬港元。

資本開支及承擔
於本期間，物業、廠房及設備的總投資為16.5百萬港元（2018年上半年：11.2百萬港元），其中91.0%

用於擴大產能，餘款用於採購其他固定資產。

於2019年6月30日，本集團就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採購有已訂約資本承擔11.9百萬港元，主要由內部
資源撥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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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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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31日：40%）股權，賬面值為7.7百萬港元（2018年12月
31日：7.9百萬港元）。於本期間，本集團在綜合損益表應佔虧損0.2百萬港元。

2. 於2019年6月30日，於Inovytec的股本投資的公平值為2.2百萬美元（相當於16.9百萬港元）（2018

年12月31日：2.0百萬美元（相當於15.9百萬港元））。

3. 於2019年6月30日，於Fresca的股本投資的公平值為2.8百萬美元（相當於21.8百萬港元）（2018年
12月31日：2.7百萬美元（相當於20.8百萬港元））。

4. 本集團持有柏頤信息的10%（2018年12月31日：10%）股權，賬面值為9.5百萬港元（2018年12月
31日：9.5百萬港元）。於本期間，本集團在綜合損益表應佔溢利60,000港元。

5. 本集團持有Avalon的20%（2018年12月31日：20%）股權，賬面值為10.6百萬港元（2018年12月
31日：11.3百萬港元）。於本期間，本集團在綜合損益表應佔虧損0.7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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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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23日，黎海明先生已獲委任為本公司風險管理委員會（「風險管理委員會」）成員。於上述
任命後，風險管理委員會由許明輝先生（執行董事）、郭錦明先生（質量保證經理）、胡芳女士（銷售及
營銷經理）、張長青先生（銷售及營銷經理）及黎海明先生（財務總監）組成。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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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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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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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然負債
於2019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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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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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30日，就董事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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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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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789,890
（附註2）

60.34%

陶基祥 實益擁有人 19,024,110
（附註3）

2.98%

許明輝 實益擁有人 6,970,000
（附註4）

1.09%

符國富 實益擁有人 6,970,000
（附註5）

1.09%

容啟亮 實益擁有人 1,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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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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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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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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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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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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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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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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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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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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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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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及相關股份權益

股東名稱 附註 身份╱權益種類 股份數目(L)
（附註1）

佔股權概約
百分比

（附註5）

廖佩青 2 配偶權益╱受控制法團權益 384,789,890 60.34%

VRI 3 實益擁有人╱受控制法團權益 382,189,890 59.94%

China Orient Asset  
Management Corporation

4 受控制法團權益 33,000,000 5.18%

Dong Yin Development  
(Holdings) Limited

4 受控制法團權益 33,000,000 5.18%

Bright Way Enterprise Inc. 4 實益擁有人 33,000,000 5.18%

附註：

1. 「L」指個人╱實體於股份或於相關股份之好倉。

2. 該等權益代表：

(a) 蔡先生持有之2,600,000股股份。蔡先生為已於2018年5月24日退任之前非執行董事廖佩青女士（「廖女士」）之配
偶。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廖女士被視為於蔡先生所持有的全部股份中擁有權益；

(b) VRI持有之381,939,890股股份。廖女士持有VRI已發行股本42.11%。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廖女士被視為於VRI

所持有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及

(c) VRHK持有之2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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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女士被視為於VRHK

所持有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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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該等權益代表：

(a) VRI持有之381,939,890股股份；及

(b) VRHK持有之2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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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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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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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30日，就董事所知，概無任何其他法團或個人（董事或本公司高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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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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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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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概無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項下的購股權獲行使及失效。於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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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88,000股股份，相當於本公司於2019年6月30日已發行股本約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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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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月1日

尚未行使
於本期間

行使
於本期間

失效

於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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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 期
間內可予行使

526,332 – – 526,332

許明輝 2016年6月17日 25%之購股權將分別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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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 期
間內可予行使

528,834 – – 528,834

符國富 2016年6月17日 25%之購股權將分別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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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 期
間內可予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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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 期
間內可予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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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 期
間內可予行使

14,676,000 – – 14,676,000

總計 16,788,000 – – 16,788,000



17 永勝醫療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中期報告

其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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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資格參與者」）授出購股權作為獎勵或表揚其對本集團所作貢獻。合資格參與者須於接納購
股權要約時支付1.00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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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約為七年。

每股股份行使價將由董事會釐定並於提呈購股權時通知承授人。行使價惟不得低於以下較高者：

(i) 股份之面值；

(ii) 要約當日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示股份的收市價，而要約日期須為聯交所買賣證券的營業日（「營
業日」）；及

(iii) 緊接要約當日前五個營業日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示股份的平均收市價，

或（如適用）根據購股權計劃而不時調整之價格。

於本報告日期，因行使所有根據購股權計劃將授出之購股權而可能發行的股份總數，合共不得超過
63,800,000股，即股份首次開始在聯交所買賣時已發行股份總數之10%。在截至及包括授出日期的任
何連續12個月期間因行使根據購股權計劃及本公司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已授出或將授出予各合資格
參與者的購股權（包括已行使、已註銷及未行使之購股權）而已發行及將予發行的股份總數，不得超
過於授出日期已發行股份之1%。

根據購股權計劃，本公司於2019年3月25日有條件向共6名承授人（包括一名顧問和本集團高管及人員）
以行使價每股股份0.80港元授出可認購合共4,6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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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25日在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列之收市價每股0.74港元；(ii)股份
於緊接2019年3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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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4港元；及(iii)每股
股份之面值0.01港元。而股份於緊接2019年3月25日前一個交易日在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列之收市價
為每股0.74港元。

於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概無購股權計劃項下的購股權獲行使及失效。於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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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00,000股股份，相
當於本公司於2019年6月30日已發行股本約2.7%。



18二零一九年中期報告     永勝醫療控股有限公司

其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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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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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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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1 9 年 、
2020年、2021年
及2022年 各 年 之 
5月28日歸屬

25%之購股權將可分別
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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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1 9 年 、
2020年、2021年
及2022年 各 年 之 
5月28日歸屬

25%之購股權將可分別
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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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1 9 年 、
2020年、2021年
及2022年 各 年 之 
5月28日歸屬

25%之購股權將可分別
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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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問

合共 2019年3月25日 25%之 購 股 權 將 分
別 於 2 0 2 0 年 、
2021年、2022年
及2023年 各 年 之 
3月25日歸屬

25%之購股權將可分別
於2020年、2021年、
2022年及2023年各年
之3月25日 起 至2026
年6月23日止之期間內
可予行使

– 300,000 – – 300,000

高級管理層及 
其他僱員

2018年5月28日 25%之 購 股 權 將 分
別 於 2 0 1 9 年 、
2020年、2021年
及2022年 各 年 之 
5月28日歸屬

25%之購股權將可分別
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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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0,000 – – – 7,500,000

2019年3月25日 25%之 購 股 權 將 分
別 於 2 0 2 0 年 、
2021年、2022年
及2023年 各 年 之 
3月25日歸屬

25%之購股權將可分別
於2020年、2021年、
2022年及2023年各年
之3月25日 起 至2026
年6月23日止之期間內
可予行使

– 4,300,000 – – 4,300,000

合共 7,500,000 4,300,000 – – 11,800,000

總計 12,500,000 4,600,000 – – 17,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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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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資料變更
於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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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令名先生 於2019年6月13日辭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並且不再擔任本公司薪酬委員
會（「薪酬委員會」）主席，以及審核委員會及本公司提名委員會（「提名委
員會」）各自的成員，自2019年6月13日起生效

容啟亮教授 獲委任為審核委員會、提名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各自的成員，自2019年6
月13日起生效

莫國章先生 獲委任為薪酬委員會主席，自2019年6月13日起生效

現任董事之履歷載於本公司網站內「關於我們」一節。

企業管治常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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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身的證券交易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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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並書面訂有清楚列明其權力及職責的職權範圍。自2019年6月13日起，由
於陳令名先生辭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陳令名先生不再為審核委員會成員，而容啟亮教授已獲委任
為審核委員會成員。審核委員會目前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區裕釗先生、莫國章先生及容啟亮教授
組成。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

本公司之核數師羅申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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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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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載於本公司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內以供股東參閱。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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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本期間內及截至本報告日期一直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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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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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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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審閱報告

致永勝醫療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會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有限公司）

緒言
我們已審閱載於第22至42頁之中期財務資料，當中包括 貴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於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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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申美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香港
2019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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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附註
2019年
千港元

（未經審核）

2018年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收入 5 246,524 227,088
銷售成本 (162,826) (154,298)

 

毛利 83,698 72,790

其他收入 3,043 893
銷售及分銷開支 (15,617) (12,499)
行政開支 (49,637) (41,817)

 

經營溢利 21,487 19,367

財務成本 (1,451) (344)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455) (932)
應佔合營企業虧損 (677) (689)

 

除稅前溢利 18,904 17,402

所得稅開支 6 (3,394) (4,167)
 

期間溢利 7 15,510 13,235
 

以下各方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3,667 12,905
非控制性權益 1,843 330

 

15,510 13,235
 

每股盈利 9
基本 2.14港仙 2.02港仙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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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千港元

（未經審核）

2018年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期間溢利 15,510 1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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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4 1,816

 

將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的滙兌差額 (1,017) (2,056)
應佔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其他全面收益 39 (47)

 

(978) (2,103)
 

期間其他全面收益，除稅後淨值 1,706 (287)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17,216 12,948
 

以下各方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5,281 13,080
非控制性權益 1,935 (132)

 

17,216 12,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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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9年6月30日

附註

2019年
6月30日
千港元

（未經審核）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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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70 53,594
使用權資產 25,022 –
商譽 1,670 1,670
其他無形資產 33,239 31,987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11,568 12,024
於合營企業之投資 20,155 20,833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計量之股本投資 66,988 64,304
遞延稅項資產 1,927 1,935

 

非流動資產總值 222,839 186,347
 

流動資產
存貨 114,261 95,550
貿易應收款項 11 99,694 109,953
合約資產 15,431 17,177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2 54,609 47,109
銀行及現金結餘 69,331 81,141

 

流動資產總值 353,326 350,930
 

總資產 576,165 537,277
 

權益及負債
股本 15 6,377 6,377
儲備 374,500 368,07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380,877 374,451
非控制性權益 61,677 59,742

 

權益總額 442,554 434,193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15,486 –
遞延稅項負債 5,413 5,082

 

20,899 5,082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3 43,598 40,814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4 31,682 31,398
租賃負債 10,020 –
借款 16,306 17,244
即期稅項負債 11,106 8,546

 

流動負債總額 112,712 98,002
 

權益及負債總額 576,165 537,277
 

流動資產淨值 240,614 252,92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63,453 439,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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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千港元

股份
溢價賬
千港元

以股份為
基礎付款
之儲備
千港元

合併儲備
千港元

外幣
換算儲備
千港元

透過其他
全面收益按

公平值
計量儲備
千港元

保留溢利
千港元

總計
千港元

非控制
性權益
千港元

權益總額
千港元

於2018年1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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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12,758 – 12,758 – 12,758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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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控股股東出資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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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作收購非控制性權益之虧損 – – – – – – (1,455) (1,455) 1,455 –

購買非控制性權益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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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2019年1月1日（經審核） 6,377 151,957 8,514 12,094 (6,741) (6,323) 208,573 374,451 59,742 434,193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 – – – (1,070) 2,684 13,667 15,281 1,935 17,216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 – – 1,347 – – – – 1,347 – 1,347

已付股息 – (10,202) – – – – – (10,202) – (10,202)
          

期間權益變動 – (10,202) 1,347 – (1,070) 2,684 13,667 6,426 1,935 8,361
          

於2019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6,377 141,755 9,861 12,094 (7,811) (3,639) 222,240 380,877 61,677 442,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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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千港元

（未經審核）

2018年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24,299 9,781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16,459) (11,234)
購買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計量之股本投資 – (14,127)
收購聯營公司 – (10,056)
添置其他無形資產 (2,350) (10,875)
其他投資性現金流量（淨額） 69 21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18,740) (46,271)
  

回購股份 – (228)
償還銀行貸款 (907) –
其他貸款所得款項 – 1,406
償還其他貸款 – (1,450)
租賃付款之本金部份 (5,638) –
非控股股東出資 – 50
已付本公司擁有人股息 (10,202) (9,565)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16,747) (9,78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11,188) (46,277)

期初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1,141 112,993

滙率變動的影響 (622) (1,621)
  

期末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即 69,331 65,095
  

銀行及現金結餘 69,331 65,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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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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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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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管理層應用本集團之會計政策時所作之重大判斷以及估計不確定性之
主要來源）及計算方法與截至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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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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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
並無提早採納任何其他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準則、詮釋或修訂。

自2019年1月1日起，本集團已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若干其他新準則自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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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號租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4號釐定
安排是否包括租賃、準則詮釋委員會第15號經營租賃－優惠及準則詮釋委員會第27號評估涉及
租賃法律形式交易之內容。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引入單一、資產負債表內會計模式予承租
人。因此，本集團作為承租人確認使用權資產（相當於其使用相關資產之權利）及租賃負債（相
當於其作出租賃付款之責任）。

本集團已使用經修訂追溯法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據此，首次應用之累計影響已於
2019年1月1日之保留溢利確認。因此，2018年呈列之比較資料不予重列，即如前呈報，根據香
港會計準則第17號及相關詮釋呈列。會計政策變動詳情見下文所披露。

(a) 租賃定義
此前，本集團於合約開始時根據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4號釐定安排是否包括租賃
確定安排是否租賃或包括租賃。本集團現根據租賃之新定義評估合約是否租賃或包括租
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倘若合約為給予在一段時間內控制可識別資產使用
的權利以換取代價，則該合約屬於租賃或包含租賃。

於過渡至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時，本集團選擇應用實際權宜方法繼續沿用交易為租
賃之評估。本集團僅對先前確認為租賃之合約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根據香港
會計準則第17號及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4號未釐定為租賃之合約不予重新評估。
因此，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租賃定義僅適用於2019年1月1日或之後訂立或變
更之合約。

於包含租賃部分之合約開始或重新評估時，本集團根據其相對獨立價格將合約之代價攤
分至各個租賃及非租賃部分。然而，就本集團作為承租人之物業租賃而言，本集團已選
擇不會區分非租賃部分，而是將租賃及非租賃部分入賬列為單一租賃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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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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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號租賃（續）
(b) 作為承租人

本集團租用多項資產，包括物業。

作為承租人，本集團先前根據租賃是否轉讓所有權之絕大部分風險及回報評估，將租賃
分類為經營或融資租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本集團就大部分租賃確認使用
權資產及租賃負債。

然而，本集團已選擇不會就部分低價值資產（例如資訊科技設備）之租賃確認使用權資產
及租賃負債。本集團於租期內以直線基準將該等租賃之相關租賃付款確認為開支。

所確認之使用權資產與下列類別之資產有關：

於下列日期之結餘
2019年6月30日 2019年1月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物業 25,022 30,353

主要會計政策
本集團於租賃開始日期確認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使用權資產初始按成本計量，其後
按成本減任何累計折舊及減值虧損計量，並就租賃負債若干重新計量作出調整。

租賃負債初始按於開始日期未支付之租賃款項現值計量，並使用租賃隱含之利率貼現，
或倘利率無法確定，則使用本集團之增量借款利率。一般而言，本集團使用增量借款利
率作為貼現率。

租賃負債其後按租賃負債之利息成本增加及按已作出租賃付款減少。當由指數或利率變
動引起之未來租賃付款變動、剩餘價值擔保項下預期應付金額估計變動，或（如適用）對
購買或延期權是否合理確定行使或終止權是否合理確定不予行使之評估變動，則重新計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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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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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號租賃（續）
(b) 作為承租人（續）

過渡
此前，本集團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將物業租賃分類為經營租賃，該等物業包括辦公
室及廠房物業。租賃期議定為一至四年不等，租賃期內租金固定，以及不包括或然租金。

於過渡時，就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分類為經營租賃之租賃而言，租賃負債按剩餘租
賃付款現值計量，並按本集團於2019年1月1日之增量借款利率貼現。使用權資產按相等
於租賃負債之金額計量，並根據任何預付或應計租賃付款之金額進行調整。

本集團對先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分類為經營租賃之租賃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時使用以下實際權宜方法。

－ 對於租期少於12個月之租賃，採納豁免不確認使用權資產及負債。

－ 於初始應用日期計量使用權資產時不計入初始直接成本。

－ 倘合約包含延長或終止租賃之選擇權，則於事後釐定租賃期。

(c) 對財務報表之影響
過渡影響
過渡至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時，本集團確認額外使用權資產及額外租賃負債，差額
於保留溢利確認。會計政策變動令2019年1月1日之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內之下列項目（增
加╱（減少））之影響概述如下：

2019年1月1日
千港元

（未經審核）

資產
使用權資產 30,353

負債
租賃負債 30,353

對分類為經營租賃之租賃進行計量時，本集團使用於2019年1月1日之增量借款利率貼現
租賃付款。所應用之加權平均利率為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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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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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號租賃（續）
(c) 對財務報表之影響（續）

過渡影響（續）

千港元

於2018年12月31日之經營租賃承擔，如同本集團之 
綜合財務報表（經審核）披露 36,417

使用於2019年1月1日之增量借款利率貼現 (3,695)
減：豁免確認低價值資產租賃 (7)
減：豁免確認於過渡時租期少於12個月之租賃 (2,362)

於2019年1月1日確認之租賃負債（未經審核） 30,353

當中包括：
流動租賃負債 9,680
非流動租賃負債 20,673

30,353

本期間影響
由於初始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就先前分類為經營租賃之租賃而言，本集團於
2019年6月30日已確認使用權資產約25,022,000港元及租賃負債約25,506,000港元。

另外，就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項下之租賃而言，本集團已確認折舊及財務成本，而
非經營租賃開支。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確認來自該等租賃之折舊開支約
5,157,000港元及財務成本約974,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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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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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30日的公平值層級披露：

於2019年6月30日的公平值計量
（未經審核）

描述 第一層級
千港元

第二層級
千港元

第三層級
千港元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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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66,988 66,988

於2018年12月31日的公平值計量
（經審核）

描述 第一層級
千港元

第二層級
千港元

第三層級
千港元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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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64,304 64,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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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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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
公平值計量的金融資產

2019年
6月30日
千港元

（未經審核）

2018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經審核）

於期╱年初 64,304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首次應用日期 – 61,398
購入 – 21,987
在其他全面收益確認之總收益或（虧損） 2,684 (19,081)

 

於期╱年末 66,988 64,304
 

於其他全面收益中確認之總收益或虧損於簡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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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本集團於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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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6月30日
的公平值
千港元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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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 50% 減少 66,988

缺乏市場 
流通性折讓

20% – 25% 減少

長期增長率 2% 增加

所採用之估值方法並無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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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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 185,813 60,711 246,524
分部溢利╱（虧損） 28,567 (5,061) 23,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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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分部溢利或虧損的對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千港元

2018年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報告分部溢利或虧損總額 23,506 22,432
利息收入 69 21
利息開支 (1,451) (344)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 (1,347) (1,381)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455) (932)
應佔合營企業虧損 (677) (689)
未分配公司收入 523 872
未分配公司開支 (1,264) (2,577)

 

綜合除稅前溢利 18,904 17,402
    

來自主要客戶的收入：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千港元

2018年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OEM分部
客戶A 78,694 85,162
客戶B 37,630 39,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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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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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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018年 2019年 2018年 2019年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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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126 41,558 54,843 38,638 103,969 80,196
成像一次性產品 76,752 81,729 – – 76,752 81,729
骨科支護具康復器具 36,174 31,402 5,868 4,476 42,042 35,878
其他產品 23,761 29,285 – – 23,761 29,285

   

185,813 183,974 60,711 43,114 246,524 227,088
  

按地區市場劃分
美利堅合眾國 150,602 145,532 2,952 1,888 153,554 147,420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 – 32,031 23,887 32,031 23,887
澳洲 12,056 13,225 749 430 12,805 13,655
荷蘭 7,516 8,380 – – 7,516 8,380
日本 8,008 6,163 2,658 1,320 10,666 7,483
其他 7,631 10,674 22,321 15,589 29,952 26,263

   

185,813 183,974 60,711 43,114 246,524 227,088
   

按確認的時間選擇劃分
於某一時間點轉移的產品 109,061 98,812 60,711 43,114 169,772 141,926
經過一段時間轉移的產品 76,752 85,162 – – 76,752 85,162

   

185,813 183,974 60,711 43,114 246,524 227,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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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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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6月30日

2018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款項，已計入「貿易應收款項」 99,694 109,953
合約資產 15,431 17,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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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018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2,071 2,647
－中國企業所得稅 973 1,271

遞延稅項 350 249
 

3,394 4,167
 

香港利得稅於截至2019年及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就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計提。

中國企業所得稅於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按10%至25%（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15%

至25%）稅率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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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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018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攤銷 1,122 1,890
已售存貨成本 162,826 154,298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7,371 6,212
使用權資產折舊 5,157 –
董事酬金 3,061 3,098
以權益結算並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 1,347 1,381
匯兌虧損，淨額 1,668 2,633
研發支出 11,696 9,746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74,319 57,185
撇銷存貨（包括在已售存貨成本內） 982 –

 

8. 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就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宣派任何中期股息（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無）。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1.6港仙（合共約10,202,000港元）已獲批准及於2019年6

月20日派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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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盈利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基於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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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67 12,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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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7,650 637,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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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適用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不適用 不適用
 

附註：

於截至2019年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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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購入物業、廠房及設備約16,459,000港元（2018年6月
30日止六個月：11,23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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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撥備）根據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2019年
6月30日

2018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40,401 49,235
31至60日 26,610 25,258
61至90日 19,486 20,005
超過90日 13,197 15,455

 

99,694 109,953
 

12.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019年
6月30日

2018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購買商品的按金 17,409 19,161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按金 12,032 13,043
應收政府補助 1,535 –
預付開支 5,672 4,432
租金及其他按金 3,971 4,168
預付許可費 1,777 –
其他應收款項 12,213 6,305

 

54,609 47,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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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6月30日

2018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38,608 25,821
31至60日 3,431 6,303
超過60日 1,559 8,690

 

43,598 4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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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019年
6月30日

2018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計員工成本 17,012 17,941
其他應計開支 6,123 6,405
其他應付款項 6,224 3,156
預收款項 2,323 3,896

 

31,682 31,398
 

15. 股本

2019年
6月30日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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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31日：637,650,000股） 

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普通股 6,377 6,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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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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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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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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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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初及期末尚未行使 16,788,000 0.80

期末可行使 8,39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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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認購價將由董事會釐定並於提呈購股權時通知承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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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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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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計公平值乃於購股權授出日期（2018年5月28日）計量，約為2,654,000港元。

於2019年3月25日，本集團進一步向若干僱員及顧問授出4,600,000份購股權，每股行使價為0.80

港元。25%之購股權將分別於2020年、2021年、2022年及2023年各年之3月25日歸屬，並將分
別自2020年、2021年、2022年及2023年3月25日起至2026年6月23日止之期間可予行使。

估計公平值乃於購股權授出日期（2019年3月25日）計量，約為98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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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4港元
加權平均行使價  0.80港元
預期波幅（附註1） 33.90%

無風險利率 2.03%

預期股息率（附註2） 2.14%

附註：

1. 預期波幅由本公司股價的歷史波幅計算所得。

2. 預期股息率乃基於本公司的過往股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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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00,000 0.80

期內授出 4,600,000 0.80

期末尚未行使 17,100,000 0.80

期末可行使 3,125,000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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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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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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199
向一家關連公司支付餐飲服務費 520 538
向關連公司支付租金 5,144 4,069
支付予一家關連公司之金屬用品及加工服務費 2,633 2,606

 

2019年 2018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來自關連公司的使用權資產 18,373 –
給予關連公司的租賃負債 18,653 –
給予關連公司的其他應付款項 1,379 1,432
來自一家關連公司的其他應收款項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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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2019年6月30日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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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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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49 12,792
 

20. 批准財務報表
本中期財務報表於2019年8月23日獲董事會批准並授權刊發。


	封面
	目錄
	公司資料
	財務摘要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其他資料
	獨立審閱報告
	簡明綜合損益表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