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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表明不會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
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64)

截至�00�年��月��日止年度業績公告

維奧醫藥控股有限公司（「維奧」或「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布維奧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
至2008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上個財政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2008年12月31日止年度

  �00�年  2007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4 ���,���  507,494

銷售成本  (��0,��� ) (183,053 )

毛利額  ���,���  324,441

其他經營收入 4 ��,��0  17,980

銷售及分銷開支  (���,��� ) (168,754 )

行政開支  (���,��� ) (96,091 )

與商譽有關之已確認減值虧損  (��,��� ) –

融資成本 5 (��,�0� ) (12,605 )

除稅前溢利  ��,���  64,971

所得稅支出 6 (�0,��� ) (14,512 )

本年度溢利 7 �0,���  50,459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0��  50,622
 少數股東權益  (��� ) (163 )

  �0,���  50,459

股息 8 －  －

每股盈利 9
 基本  �.��港仙  3.27港仙

 攤薄  �.��港仙  3.25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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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2008年12月31日
  �00�年  2007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無形資產  �,���  4,745
 物業、廠房及設備  ���,���  250,821
 投資物業  ��,0��  －
 土地使用權預付租賃款項  ��,���  33,416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之訂金  －  52,553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訂金  �,���  5,292
 可供出售投資  �,�0�  4,782
 商譽  �0�,�0�  30,396

  ���,���  382,005

流動資產
 存貨  ��,���  108,362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0  136,721
 土地使用權預付租賃款項  �00  754
 可收回所得稅  �,0��  6,031
 持作買賣投資  �,���  －
 銀行結存及現金 
  －已抵押  �,00�  639
  －無抵押  ���,���  106,525

  ���,���  359,032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00�  105,814
 應付增值稅  ��,���  11,818
 應付所得稅  ��,�0�  3,152
 融資租賃承擔－一年內到期  ���  300
 銀行借貸－一年內到期  ��,���  115,089

  ���,���  236,173

流動資產淨值  ���,���  122,859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0�,���  504,86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  15,511
儲備  ���,���  487,942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  503,453
少數股東權益  ���  589

權益總額  ���,���  504,042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承擔－一年後到期  ���  822
 遞延稅項負債  �,�0�  －

  �,���  822

  �0�,���  504,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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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 一般資料
本公司為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
上市。

綜合財務報表乃以港元呈列。除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所設立附屬公司之功能貨幣為人民幣
外，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功能貨幣為港元。

由於本公司於香港上市，故董事認為，綜合財務資料以港元呈列乃恰當做法。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藥品銷售、分銷及製造。

�. 編製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若干物業及財務工具則按公平值計算。

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此外，綜合財務報表包括聯
交所證券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規定之適用披露。

�.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採納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且已生效之修訂及詮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及香港財務報告 重新分類財務資產
 準則第7號（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譯委員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集團及庫務股份交易
 －詮釋第11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譯委員會） 服務經營權安排
 －詮釋第12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譯委員會）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界定福利資產限額、
 －詮釋第14號  最低資金規定及其相互關係

採納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現行或過往會計期間之業績或財務狀況之編製及呈報方式構成
重大影響。因此，毋須作出前期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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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惟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1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列2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2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3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第1號（修訂本） 可沽售財務工具及清盤所產生責任2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合資格對沖項目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經修訂）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及 投資於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或聯營公司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本）  之成本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歸屬條件及註銷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財務工具：披露─改善有關財務工具之披露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部2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譯委員會） 內含衍生工具6

 －詮釋第9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39號（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譯委員會）－詮釋第13號 顧客長期支持計劃4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譯委員會）－詮釋第15號 房地產建造協議2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譯委員會）－詮釋第16號 對沖海外業務投資淨額5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譯委員會）－詮釋第17號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3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譯委員會）－詮釋第18號 來自客戶之資產轉讓7

1 於2009年1月1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修訂本則除外，該準則於2009年7月1日或其
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2009年1月1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2009年7月1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2008年7月1日或其後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2008年10月1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6 於截至2009年6月30日或其後止之年度期間生效。
7 對2009年7月1日或其後來自客戶之資產轉讓生效。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可能影響收購日期為2009年7月1日或之後開始首個年度報告
期間開始當日或之後之業務合併之會計法。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將影響母公司於附屬公
司擁有權權益變動之會計處理。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將不
會對本集團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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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額及其他經營收入
本集團主要從事藥品銷售、分銷及製造業務。

營業額指扣除退貨、允許折扣及相關銷售稅後之銷售額發票值。於本年度內確認之收入如下：

 �00�年  2007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銷售貨品 ���,���  507,494

其他經營收入
利息收入 ���  995

政府津貼（附註a） ��,���  10,193

匯兌收益 �,00�  5,667

出售╱取消註冊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  90

出售持作買賣投資之收益 －  652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之收益 �,0�0  －
投資物業租金收入淨額（附註b） �0�  －
撥回撇銷存貨 �,���  －
雜項收入 ���  383

 ��,��0  17,980

收入總額 ���,���  525,474

附註：

(a) 於截至2008年12月31日止兩個年度，有關金額指中國政府指定就鼓勵本集團於中國四川省之業務發展特別發放的
無條件津貼，以及就本集團擴大於一間附屬公司之投資而發放的一筆過政府津貼。

(b) 該金額指扣減直接經營開支後，投資物業所產生租金收入淨額約187,000港元（2007年：無）。

本集團之收入、開支、資產、負債及資本開支主要源自銷售及製造藥品。本集團主要市場為中國。

其他國家的業務所涉及規模有限，不足以按地域分類個別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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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資成本

 �00�年  2007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下列各項之利息開支：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借貸及透支 ��,���  7,402

 －融資租賃承擔 ���  155

 －貼現匯票 �,00�  4,509

 －毋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借貸 －  194

其他附帶借貸成本 �,���  345

計入綜合收益表之借貸成本總額 ��,�0�  12,605

�. 所得稅支出

 �00�年  2007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海外所得稅
 －本年度 ��,���  15,632

 －過往年度備抵不足（超額備抵） �,0��  (1,120 )

 �0,���  14,512

遞延稅項 (��� ) －

 �0,���  14,512

於2008年6月26日，香港立法會通過2008年收入條例草案，將公司利得稅稅率由17.5%下調至16.5%，
自2008╱2009課稅年度起生效。

由於兩個年度均無源自香港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故並無於綜合財務報表內作出香港利得稅備抵。

香港稅務局（「稅局」）正查詢本公司一間附屬公司於2000年及2001年兩個財政年度之香港利得稅，
涉及稅款合共6,031,000港元。該附屬公司已對稅局的評估提出反對，獲稅局暫緩繳納利得稅，而
本公司已購買同等款額之儲稅券，並記錄為於2008年及2007年12月31日之可收回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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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已接獲稅務專家之意見，表示該附屬公司於2000年及2001年財政年度之溢利並非來自或源
自香港。本公司董事相信該附屬公司有合理理據來支持申辯上述之溢利非源自香港，而毋須繳付
香港利得稅。因此，毋須作出利得稅備抵。

於2007年3月16日，中國頒布中國企業所得稅法（「新稅法」）。於2007年12月6日，中國國務院頒布新
稅法實施細則。根據新稅法及實施細則，本集團附屬公司之企業所得稅稅率自2008年1月1日起由
33%逐步下調為25%。本集團附屬公司之相關稅率介乎15%至25%（2007年：13%至33%）。

根據有關規例、地方稅務機關之批文及中國外資企業所得稅法，本集團一間（2007年︰兩間）於中
國經營之附屬公司可於首個獲利年度起計首兩年獲豁免中國所得稅，並可於其後三年獲寬減50%

中國所得稅項，而其後之稅務優惠則受有關法例及規例之所限制。

截至2008年12月31日止年度，一間附屬公司獲取相關稅務局之批文，合資格為高新科技企業，須
繳交15%稅項。該附屬公司於截至2007年12月31日止年度則繳交13%稅項。

若干中國附屬公司因於本年度及過往年度不是錄得虧損，便是有充足承前稅務虧損足以抵銷年內
估計應課稅收入，故並無任何應課稅收入。

於澳門經營之附屬公司獲豁免澳門所得稅。

由於在澳洲經營之附屬公司於本年度及過往年度並無估計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澳洲所得稅作出
備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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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溢利

 �00�年  2007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攤銷無形資產 �,�00  2,769

攤銷土地使用權預付租賃款項 ���  726

核數師酬金 �,���  1,389

存貨銷售成本 ���,0��  182,034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0�  19,614

應收賬款之已確認減值虧損（計入行政開支） �,���  5,722

投資物業公平值減少淨額 ���  －
無形資產之已確認減值虧損（計入行政開支） －  1,899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計入行政開支） ��,0��  －
藥品項目款項之已確認減值虧損（計入行政開支） �,���  －
其他應收款項之已確認減值虧損（計入行政開支） �,���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  324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賃租金 �,�0�  2,598

賠償撥備（附註a） �,���  －
研究及開發費用 �,���  1,747

股本結算顧問服務（附註b） ���  －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  52,048

撇銷存貨（計入銷售成本） ���  165

撇減存貨（計入銷售成本；2007年：計入行政開支） �,�0�  4,063

附註：

(a) 該金額指本集團在接到「痔血膠囊」可能對肝損害之報告後，主動從市場回收其產品「痔血膠囊」後，就申索賠償作
出之撥備。有關詳情載於日期為2008年11月12日之公告。

(b) 該金額指於本期間，於中國就識別潛在之藥品項目及提供法律意見向本集團所提供顧問及專業服務之公平值。該
顧問服務及專業服務費用透過於本年度發行11,000,000份購股權之方式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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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息
於截至2008年12月31日止年度並無派發或建議派發股息，而自結算日起亦無建議派發任何股息（2007

年：無）。

�. 每股盈利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00�年  2007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本公司權益
 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 ��,0��  50,622

股份數目 �00�年  2007年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0��,���  1,546,319,870

購股權所涉及攤薄普通股之影響 �,00�,���  9,226,864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0��,���  1,555,546,734

�0.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00�年  2007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附註a） ���,���  127,474

預付款項及按金 �,���  11,785

藥品項目款項（附註b） ��,���  19,324

其他應收款項 �,���  2,863

 ���,���  161,446

減：應收賬款之已確認減值虧損 (��,��� ) (7,187 )

  藥品項目款項之已確認減值虧損（附註c） (�0,�0� ) (17,538 )

  其他應收款項之已確認減值虧損（附註d） (�,��� ) －

 ���,��0  136,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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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本集團之銷售額以記賬方式入賬。本集團一般給予其客戶90日至180日之信貸期，且管理層會定期檢討信貸期。

於結算日，扣除已確認減值虧損後之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賬齡分析如下：

 �00�年  2007年
 千港元  千港元

30天內 ��,���  39,704
31至60天 ��,���  40,078
61至90天 ��,���  17,844
超過90天 ��,�0�  22,661

 ���,���  120,287

(b) 於有關項目完成前，就技術及藥品開發所付款項乃遞延計算，計入藥品項目款項內。於項目完成時，該等款項根
據本集團會計政策轉撥至開發費用。

(c) 於結算日，本公司董事已審閱藥品項目款項之賬面值，並認為鑑於中國市況，本集團已終止涉及高風險之項目，
並主動停止效益不大的專案申請，因此已確認累計減值虧損約20,509,000港元（2007年：17,538,000港元）。截至2008年
12月31日止年度，已確認減值虧損約2,971,000港元（2007年：無）。

(d) 減值虧損包括餘額合計2,778,000港元（2007年：無）之長期未償還已個別減值其他應收款項。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
持有任何抵押品。

��.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00�年  2007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0�  14,965

應計開支及其他應付款項 ��,0��  90,849

 ��,00�  105,814

於結算日，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00�年  2007年
 千港元  千港元

30天內 ���  12,783

31至60天 ���  1,777

61至90天 �  30

超過90天 ��,���  375

 ��,�0�  14,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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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擔
於結算日，本集團有以下承擔：

(a)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資本承擔

 �00�年  2007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訂約但未撥備 �,���  －

(b) 開發新產品及╱或科技之承擔

 �00�年  2007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訂約但未撥備 �0,���  10,941

(c)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之承擔

 �00�年  2007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訂約但未撥備 －  160,213

(d) 經營租賃承擔
本集團作為出租人
年內賺取之物業租金收入約1,092,000港元（2007年：無）。投資物業預期持續產生租金收益3.67%
（2007年：無）。所持投資物業具有承租往後一至四年之租戶。

於結算日，本公司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賃就土地及樓宇於下列時限到期之未來最低租賃應
收款項承擔如下：

 �00�年  2007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  －
於第二年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  －

 �,���  －

本集團作為承租人
本集團根據經營租賃安排租用若干辦公室及員工宿舍。租用物業之議定租賃年期介乎1年
至2年，而租金固定不變。

於結算日，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賃所承擔於下列時限到期之未來最低租賃付款總額
如下：

 �00�年  2007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土地及樓宇
 一年內 ���  1,352
 於第二年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  121

 ���  1,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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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購附屬公司
於2008年3月20日，本集團以代價人民幣200,000,000元（約222,222,000港元）收購四川恒泰醫藥有限公
司（「四川恒泰」）及其附屬公司（「恒泰集團」）全部股本權益。該收購已採用收購法入賬。收購產生
之商譽金額約為112,406,000港元。

該收購之相關資料如下：

 合併前
 被收購方
 之賬面值  公平值調整  公平值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所收購資產淨值︰
 物業、廠房及設備 9,671  1,987  11,658

 投資物業 40,333  －  40,333

 土地使用權預付租賃款項 4,326  4,230  8,556

 存貨 40,377  －  40,377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52,246  －  52,246

 可收回增值稅 2,411  －  2,411

 已抵押銀行存款 12,696  －  12,696

 銀行結存及現金 33,385  －  33,385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79,252 ) －  (79,252 )

 應付稅項 (6,475 ) －  (6,475 )

 遞延稅項負債 (4,564 ) (1,555 ) (6,119 )

 105,154  4,662  109,816

商譽     112,406

總代價     222,222

總代價償付方法：

現金代價     169,669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之訂金     52,553

     222,222

收購產生之現金流出淨額
 已付現金代價     169,669

 減：所收購銀行結存及現金     (33,385 )

     136,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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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泰集團於收購日期起至結算日止年度向本集團帶來約2,225,000港元之溢利貢獻。

倘收購已於2008年1月1日完成，本集團於有關年度之總營業額應約為840,722,000港元，而年內溢利
應約為74,097,000港元。該備考資料僅供參考，不一定能反映假設收購已於2008年1月1日完成而本
集團應已達致之營業額及經營業績，亦非未來業績之預期。

��. 資產抵押
於結算日，本集團已就取得本集團獲授銀行融資抵押若干資產。詳情如下：

 �00�年  2007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0,���  35,115

投資物業 ��,�00  －
銀行結存及現金 �,00�  639

土地使用權預付租賃款項 ��,���  9,819

 �0�,���  45,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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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2008年內，因本集團已成功完成收購四川恒泰，最直接明顯的影響是重大協同效應，包括財務表現、經
營規模及產業組織，年內的業績已加入了四川恒泰的營運，因而使營業額及股東應佔溢利有所增長。
集團的營業額約6.98億港元，較去年同期的5.07億港元上升38%。但因更換產品「樂力」的進口藥品註冊證
出現不明朗因素，令集團需要為商譽作出大額減值約38百萬港元，股東應佔溢利只增加約21%至約61.1百
萬港元。由於集團積極控制開支，使扣除銷售及分銷開支後的毛利率由上年度的約31%上升至約38%。
每股基本盈利為3.94港仙（2007年度：3.27港仙）。集團在期內的財政狀況保持穩健，於2008年12月31日，集
團擁有銀行結餘及現金約1.52億港元。

2008年是中國醫藥行業百花齊放之年，在宏觀方面，中國國民收入及教育水平持續增加，對生活水準及
健康要求有所提升，鄉鎮發展及城市人口加快增長，都使消費者對醫藥產品需求加大。在醫藥行業中，
雖然行業正面臨藥品降價的負面衝擊；但另一方面，隨着醫療改革、OTC與第三終端市場的崛起、醫藥
商業的併購整合、藥品研發在產業鏈中地位提升等，都將使市場存在較大機遇。

回顧年內，本集團繼續邁向產品多元化發展，開拓產品組合，優化產品種類，加强了品牌戰略，全面加
快本集團的質量管理體制改革步伐，以提高產品市場綜合競爭力。集團旗艦產品「樂力」的商標在2007年
獲得了全國馳名商標的榮譽，集團繼續加強推廣本身建立的品牌。鑑於中國製藥行業已展開資源重組，
加上行業競爭激烈導致的市場結構性變化以及集團自身業務的發展趨勢，董事認為本集團必須主動積
極求變，因此，通過收購於中國產業鏈下游優質資產，進一步擴展本集團業務，符合本集團的業務發展
戰略。

本集團已成功於2008年內完成收購四川恒泰，本集團與四川恒泰在中國市場中分屬於醫藥產業鏈的上下
游，業務的關聯性、資產的互補性、商業策略的一致性，使收購後能夠造就一個領先的市場型製藥公司，
收購帶來最直接明顯的影響將是重大協同效應，包括財務表現、經營規模及產業組織，從而提高本集
團之抗風險能力，長遠而言，實現本集團的增長潛力。

產品銷售
回顧年內，本集團之綜合營業額約達6.98億港元，與去年同期約港幣5.07億元比較，增幅約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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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艦產品
『樂力』－專門治療骨質疏鬆症和缺鈣的複方氨基酸螯合鈣膠囊
本集團旗艦產品『樂力』的銷售維持穩定增長及加上收購四川恒泰的效應，2008年營業額約6.16億港元，
較去年約4.61億港元，錄得增幅約34%，其中60粒裝『樂力』的營業額約87百萬港元，較去年同期約54百萬
港元，增幅約61%。

『樂力』自1997年進入中國市場以來，本集團從未停止過品牌建設的脚步。公司通過不間斷的廣告投入、
有特色的學術推廣、建立與消費者有效互動模式的社區宣傳等方式獲得了消費者及社會的普遍認知與
認同，並樹立起『樂力』的品牌形象。

其他產品
『利加隆』（水飛薊素）－用於保護肝臟的藥品
從德國馬博士大藥廠引進的『利加隆』營業額約33.7百萬港元，與去年比較，增長約167%。

『痔血膠囊』－舒緩痔瘡病況之口服中草藥膠囊
於2008年底，本集團接到中國內地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藥品不良反應監測中心的通知，指「痔血膠囊」
對肝損害不良事件的報告，經對報告病例系統分析後，不能排除「痔血膠囊」與肝損害事件的關聯性，因
此，本集團已暫停生產、銷售和使用「痔血膠囊」，並主動在市場上回收產品，同時本集團已對「痔血膠囊」
引起的肝損害發生機理進行研究，重新評估該藥品的風險及效益。於2008年底，本集團已為是次不良反
應作出了約3.8百萬港元存貨撥備及約5.6百萬港元賠償撥備。2008年的營業額約4.2百萬港元，與去年比較，
减少約35%。

『奧平』－用以治療慢性病毒子宮頸炎和陰道炎症的幹擾素栓劑
『奧平』於2008年的營業額錄得約3.3百萬港元，與去年比較，錄得約43%升幅。

『維樸芬』（醋氯芬酸）－用於緩解各種軟組織疼痛及發炎的藥品
『維樸芬』於2006年正式開始推出市場，2008年的營業額約2.4百萬港元，與去年同期比較，增長約14%。

『克拉霉素膠囊』－新一代廣譜大環內酯類抗生素
2008年的營業額約2.3百萬港元，與去年比較，减少約8%。

「維快」『氨酚氯雷偽麻緩釋片』－治療感冒的新藥
「維快」已取得了中國國家藥品食品監督管理局（「SFDA」）批准頒發的新藥證書和生產批件，並已於2006年
推出市場，2008年的營業額約5.4百萬港元，與去年同期比較，錄得約86%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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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者思』（車前番瀉複合顆粒）－用以重建腸道功能的藥品
集團於2008年已重新調整市場策略及產品代理商，於2008重新推出市場，2008年錄得的營業額約11.2百萬
港元。

四川恒泰
回顧年內，四川恒泰一直按照年初既定的戰略目標和規劃嚴格執行。四川恒泰在回顧年內於全國各片
區中，繼續深化市場網絡和終端服務，還加强了商業渠道的促銷與合作，在渠道商業、終端藥店、醫院
等合作機構建立起互動、緊密的合作方式，有力的推動了新舊產品的銷售業績。

回顧年內，四川恒泰更通過自己建立的數百人組成的社區推廣隊伍，作為宣傳產品的有效渠道，扎根
社區，直接面對消費者，在為老百姓和消費者提供快捷、便利服務的同時，也促使本公司和產品形象在
老百姓心目中扎根。

作為專業醫藥推廣公司，學術推廣和處方藥市場的佔領是我們的優勢。在處方藥市場和學術推廣方面，
四川恒泰先從處方藥部牽頭，不斷在各個地方和科室建立起學術宣傳推廣渠道，不間斷的對科室醫生
進行學術普及和推廣，並在全國組織了數十次各個級別的學術會議。

中國四川省成都市的生產基地
本工廠乃一間擁有先進的生產設施和國內優秀專才，採用了嶄新的製藥技術、按照GMP規範標準製造藥
品的高效能的製藥廠。回顧年內主要生產本集團的旗艦產品「樂力」、「痔血膠囊」、「克拉霉素」、「阿奇
霉素」、「維樸芬」及「奧恬蘋」「米格列醇片」等產品，本集團開發的治療過敏症的四類新藥「奧紓」氯雷他
定片已正式投入市場銷售。

中國湖北省武漢市的生產基地
回顧年內主要生產治療感冒的藥品「維快」及治療婦科病的生物藥品「奧平」。為配合開拓健康食品業務，
本生產基地於2008年底已開始改建部份生產設施，預計於2009年下旬可投入生產。

維奧（成都）製藥有限公司
本工廠於2008年內尚未正式投產，現正進行維修保養設備和生產設施，水針之藥品仍在等待審批中，因
工廠落成後尚未正式投產，集團為此已作出了約19百萬港元之廠房及設備減值，而部份過剩的辦公室空
間將會於2009年出租，以增加集團收入。

中國香港的製藥廠
興建在香港的一間具備GMP規範標準的製藥廠，在2007年年底已完成試生產，並在2008年6月順利通過香
港衛生署的GMP年檢，但因更換產品「樂力」的進口藥品註冊證出現不明朗因素，本製藥廠於2008年下旬
開始休業，集團為此已作出了約6百萬港元之租賃物業裝修、廠房及設備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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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展望
中國醫療改革方案將增強內需拉動醫藥行業，行內人士預計到2009年城鎮居民醫保拉動的醫療消費將會
大幅上升。加上中國人口老化趨勢明顯，60歲以上的老年人佔總人口的比例上升，而人口的老化必然會
帶動醫療消費的需求增長，另外，中國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也逐年上升，經濟實力的增長會支
撑居民對醫療消費的需求。中國人民生活水平和教育程度不斷提高，人民對健康將更加關注，因此消
費者對健康食品的需求也相應增加，所以健康食品市場也隨着拓大。行內人士預計2009年醫藥和健康食
品行業將繼續增長，預計中國醫藥行業整體收入水平將以雙位數字增長。

來年，集團將會繼續積極開拓產品組合、利用建立了多年的全國馳名商標「樂力」的品牌效應開拓健康
食品業務、優化產品種類、擴大銷售及分銷網絡、物色與集團既有業務產生協同效益之收購機遇，為集
團未來的戰略實施奠定發展基礎，並集中資源用於中國本土市場的銷售和市場推廣，以合適的方式為
外國企業提供中國市場業務及分銷網絡渠道服務，建立高效、快速、靈活的市場推廣體系，適應不同產
品差異化市場推廣方案的需要，為公司及股東帶來更豐厚的利益。

財務回顧
資本結構
於2008年12月31日，本公司已發行共1,551,056,993股普通股（2007年12月31日：1,551,056,993股）。於2008年度，
本公司並無發出新股（2007年：發行9,350,000新普通股）。

於2008年12月31日，本公司的市值約2.56億港元（2007年12月31日：市值約5.58億港元）。

流動資金和財務資源
於2008年12月31日，集團的銀行貸款約84百萬港元（2007年12月31日：約115百萬港元），並沒有長期銀行貸
款（2007年12月31日：無），短期部份約84百萬港元（2007年12月31日：約115百萬港元）；現金及銀行存款約
152百萬港元（2007年12月31日：約107百萬港元），包括已抵押銀行結存約港幣4百萬元（2007年12月31日：約
港幣0.6百萬元）。

於2008年12月31日，集團獲得數家中國的銀行信貸設施合共約為3.19億港元，尚未動用的銀行信貸設施約
為2.35億港元，平均借貸成本約年息6.5%。集團有足夠資金應付業務所需。集團並沒有借款需求的季節性。

本集團採納了保守的資金來源及運用的財政政策及目標。於2008年12月31日，共有港幣約59百萬元借款
貨幣是由港幣組成及有港幣約25百萬元是由人民幣組成，並須於2009年12月31日前全數清還，其中約88%

為定息借款（年利率為由5.35%至7.84%），其餘為浮動利息借款（年利率為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4.5%）。銀
行結存及現金為約港幣152百萬元，其中約87%以人民幣計算，約4%以港幣計算及9%以其它外幣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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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及貨幣政策
集團的銷售收入主要以人民幣結算。至於購貨結算，美元約佔34%、人民幣約佔39%及歐羅約佔27%。經
營開支方面，包括銷售及分銷開支和管理費用，人民幣佔約87%，其餘則是港幣、澳元、美元、澳門幣
等貨幣。於2008年，集團並無任何遠期外匯合同、利息或貨幣掉期或其他對冲用途之金融衍生工具。

於2008年內，本集團並無因貨幣匯率的波動而令其營運或流動資金出現任何重大困難或影響。

或然負債
於2008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2007年：無）。

主要的財務數據和比率
損益帳項目方面：
於2008年，因為銷售及分銷開支比例下降，而令某些損益帳數據和比率趨向樂觀。與去年比較，雖然製
造及生產成本不斷上漲，但集團重點控制費用，亦使扣除銷售及分銷開支後的毛利率上升約7.2%，而本
公司之權益持有人溢利與營業額比率則因為商譽、廠房及設備減值而下降約1%。

2008年毛利率約64%，與2007年的相約。

主要由於政府補貼增加、出售一項可供出售投資及存貨減值回撥，2008年其他經營收入約港幣26百萬元，
較2007年上升約港幣8百萬元。

 �00�年  2007年

損益帳項目：
營業額（百萬港元） ���.�  507.5

毛利率 ��%  64%

銷售及分銷開支（百萬港元） ���.�  168.8

扣除銷售及分銷開支後毛利率 ��.�%  30.7%

權益持有人溢利與營業額比率 �%  10%

在利息、稅金、折舊和攤銷前的盈利（「EBITDA」）（百萬港元） ��0.�  100.7

EBITDA與營業額比率 ��.�%  19.8%

資產負債表項目方面：
資產與負債比率：於2008年年底，對比2007年年底，因銀行貸款大幅減少，使集團的資本負債（總額）比
率（全部銀行借貸╱扣減無形資產及商譽後的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下降至17.2%，資本負債（淨額）
比率（全部銀行借貸減銀行結存及現金╱扣減無形資產及商譽後的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亦大幅
下降至-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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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惠於四川恒泰的短應收賬款信貸期及低存貨率，應收賬款的平均週期則縮短至約63天及庫存平均週期（不
包括在途商品）也下降至約123天。

 於�00�年  於2007年
 ��月��日  12月31日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資產負債表項目：
銀行貸款－短期 ��.�  115.1

銀行貸款－長期 －  －
銀行結存及現金 ���.�  107.1

扣除現金後的銀行貸款淨額 -��.0  8.0

有形資產淨值 ���.�  468.9

資本負債（總額）比率 ��.�%  24.5%

資本負債（淨額）比率 -��.�%  1.7%

應收賬款週期－平均 ��天  96天
庫存週期－平均 ���天  169天

於2008年12月31日，集團約有港幣4百萬元銀行結存及現金、港幣40.9百萬元的物業、廠房及設備、港幣
16.6百萬元的土地使用權預付租賃款項和港幣39.7百萬元的投資物業作為銀行的抵押品。

2008年度，股東資金回報率平均是10%。

企業責任
集團董事相信，公司應回饋社會，承擔社會責任，年內集團已捐出現金和物資予四川地震災民，另外在
中國內地還資助了多項社區項目，其中包括培訓教師項目、貧窮病人復康項目、資助貧困女高中生項目。

僱員資料
於2008年12月31日，集團共有1,494名僱員，包括13名科研人員、231名生產人員、1,049名銷售及市場推廣
人員、及201名一般行政與財務人員。該等僱員中，1,469名處於中國，而25名則處於香港及澳門。

集團員工的薪酬、花紅、購股權計劃及培訓政策方面均與表現掛鈎和貼近市場水準。集團鼓勵僱員透
過參加外界舉辦的專業培訓課程持續發展，以提高員工素質，迎接各項挑戰，藉以增強本集團的市場
競爭優勢。2008年度的員工成本總計約115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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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收購
於2007年11月6日，本集團與四川恒泰之股東訂立協議，據此，同意購入四川恒泰全部股本權益，代價為
人民幣200,000,000元，有關詳情已刊載於2007年11月12日的公佈及2007年11月30日的股東通函中，有關收購
已於2007年12月20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獲股東批准，並於2008年上旬取得有關中國政府機關之所需
同意及批准，整個收購已告完成。

或有負債
於2008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有負債（2007年：無）。

更改公司名稱
根據股東於2008年3月7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所通過特別決議案，本公司已將其名稱自「Vital BioTech 

Holdings Limited維奧生物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更改為「Vital Pharmaceutical Holdings Limited維奧醫藥控股有限公 

司」，以更準確反映本集團廣泛之投資策略。

企業管治
於2008年度全年，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據此，
本公司已應用企業管治守則的原則以及遵守企業管治守則內所有守則條文及大部份建議最佳常規。

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載於上市規則附錄10有關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經向全體
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本公司確認全體董事於2008年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的規定。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股份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於2008年度內並無贖回任何股份，亦無購買或出售本公司任何股份。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聯同管理層檢討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討論核數、內部監控及財務報表等
事宜，包括審閱截至2008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

業績公告及年報之刊載
此業績公佈於本公司網站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刊載。2008年年報將於2009年4月28日或之前寄
發予股東，並於該等網站發佈。

股息
由於集團打算保留充足資金作業務發展，故董事會不建議派發2008年末期股息（2007年末期股息：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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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為釐定有權出席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股東資格，本公司將於2009年5月25日至2009年6月1日（首
尾兩天包括在內）期間暫停辦理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出席大會之資格，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
票須於2009年5月22日下午四時前送達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聯合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
香港灣仔駱克道33號中央廣場福利商業中心1901-02室。

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將於2009年6月1日（星期一）早上11時正召開股東週年大會。該大會通告將於2009年4月28日或之前
寄發予股東。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六名執行董事：陶龍先生、黃建明先生、沈松青先生、劉津先生、徐小凡先生
及郭琳女士以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呂天能先生、李廣耀先生及張家華先生組成。

承董事會命
維奧醫藥控股有限公司

陶龍
主席

香港，2009年4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