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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源醫療發展有限公司 二零零七年中期報告

簡明綜合損益帳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營業額 2 107,636 73,271
銷售成本 (22,896) (8,309)

毛利 84,740 64,962

其他收入 3 10,239 18,730
銷售及分銷費用 (7,441) (3,844)
行政費用 (24,946) (18,124)
財務費用 4 (7,883) (8,217)

除稅前溢利 5 54,709 53,507
稅項 6 (727) (8,645)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期內溢利 53,982 44,862

已終止經營業務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的年度虧損 － (550)

期內溢利 53,982 44,312

應佔︰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 52,901 44,582
少數股東權益 1,081 (270)

53,982 44,312

中期股息 7 27,351 26,881

每股盈利（仙）
來自持續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基本 8 1.96 1.66

－攤薄 8 2.00 1.71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 8 1.96 1.67

－攤薄 8 2.00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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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286,038 229,512
預付租金 67,201 67,635
商譽 104,240 104,240
無形資產 9 4,974 5,104
可供出售投資 528 946
購入物業、機器及設備所付按金 4,454 6,870

467,435 414,307

流動資產
預付租金 1,456 1,429
存貨 3,074 7,460
應收帳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按金及預付款項 10 48,289 50,445

已抵押銀行存款 － 10,000
金融機構存款 － 166,658
銀行結存及現金 417,834 274,903

470,653 510,895

流動負債
應付帳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18,867 34,447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 11,741
銀行供款－於一年內到期 55,803 70,500
應付稅項 6,800 11,002

81,470 127,690

流動資產淨值 389,183 383,205

856,618 797,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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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36,753 134,405

儲備 503,921 433,689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640,674 568,094

少數股東權益 3,844 2,763

權益總額 644,518 570,857

非流動負債

銀行供款－於一年後到期 36,000 24,625

可換股債券 167,498 193,428

遞延稅項負債 8,602 8,602

212,100 226,655

856,618 797,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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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股權變動表

可換股債券 可供出售

股本 股份溢價 股本儲備 購股權儲備 繳入盈餘 匯兌儲備 法定儲備 投資儲備 累積溢利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附註a）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34,405 150,354 20,343 9,965 12,804 9,517 644 － 154,217 492,249

匯兌調整 － － － － － 28,470 － － － 28,470

可供出售投資公平值變動收益 － － － － － － － 47 － 47

直接於權益確認的收入 － － － － － 28,470 － 47 － 28,517

年內溢利 － － － － － － － － 73,559 73,559

年內已確認總收入及開支 － － － － － 28,470 － 47 73,559 102,076

確認權益—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 － － － 4,796 － － － － － 4,796

出售附屬公司時解除 － － － － － (3,502) (644) － － (4,146)

已付中期股息 － － － － － － － － (26,881) (26,881)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34,405 150,354 20,343 14,761 12,804 34,485 － 47 200,895 568,094

匯兌調整 － － － － － 14,779 － － － 14,779

直接於權益確認的收入 － － － － － 14,779 － － － 14,779

期內溢利 － － － － － － － － 52,901 52,901

期內已確認總收入及開支 － － － － － 14,779 － － 52,901 67,680

可換股債券的轉換 2,298 31,057 (3,459) － － － － － － 29,896

購股權的轉換 50 678 － － － － － － － 728

確認權益—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 － － － 1,400 － － － － － 1,400

已付期末股息 － － － － － － － － (27,124) (27,124)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136,753 182,089 16,884 16,161 12,804 49,264 － 47 226,672 640,674

附註：(a) 本集團繳入盈餘指應付前控股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主要股東變動期間獲豁免的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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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列）

營業業務所得現金淨額 57,940 60,017

投資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50,277) 7,283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42,187) (14,088)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減少）增加淨額 (34,524) 53,212

期初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441,561 489,085

匯率變動影響 10,797 2,364

期終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417,834 544,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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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按歷史成本法編製，惟金

融工具按公平值計量除外。此外，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包括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

規則（「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要求的適用披露。

編製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經審核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首次採用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自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會

計期間生效的新準則、修訂及詮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採用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現

時及以前會計期間業績及財務狀況的編製及呈列方式並無重大影響，因此無須作前期調整。

2. 分類資料

業務分類

本集團為方便管理而將業務分為下列兩大營運部門，而本集團亦以該兩大營運部門作為呈報

主要分類資料之基礎。

主要營運業務分為︰

蛋白芯片業務 － 製造及銷售蛋白芯片及相關設備

醫療保健業務 － 提供子宮頸癌保健及經營上海市虹口區婦幼保健院

去年， 本集團亦從事 (i)買賣資訊科技產品及相關配件（資訊科技產品及服務部門）； 及 (ii)買
賣持作銷售的物業（物業投資部門）。該等業務已分別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零六

年一月一日結束。



7

銘源醫療發展有限公司 二零零七年中期報告

2. 分類資料（續）

業務分類（續）

本集團按業務分類劃分之收益及營業業績貢獻及分類資產及負債分析與分類如下︰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資訊科技

蛋白芯片 醫療保健 產品及 物業投資

業務 業務 小計 服務業務 業務 小計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收益

對外銷售 89,568 18,068 107,636 － － － 107,636

業績

分類業績 62,575 3,060 65,635 － － － 65,635

不分類開支 (9,261) － (9,261)
利息收入 3,390 － 3,390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

　所得收益 2,828 2,828 － 2,828
財務費用 (7,883) － (7,883)

除稅前溢利／（虧損） 54,709 － 54,709
稅項 (727) － (727)

期內溢利 53,982 － 53,982



8

銘源醫療發展有限公司 二零零七年中期報告

8

2. 分類資料（續）

業務分類（續）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資訊科技

蛋白芯片 醫療保健 產品及 物業投資

業務 業務 小計 服務業務 業務 小計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列） （重列） （重列） （重列） （重列） （重列） （重列）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收益

對外銷售 73,271 － 73,271 12,916 － 12,916 86,187

業績

分類業績 51,617 － 51,617 (97) － (97) 51,520

不分類開支 (8,595) － (8,595)
利息收入 7,424 8 7,432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

　所得收益 11,278 11,278 － 11,278
財務費用 (8,217) (461) (8,678)

除稅前溢利／（虧損） 53,507 (550) 52,957
稅項 (8,645) － (8,645)

期內溢利 44,862 (550) 44,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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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類資料（續）

地區分類

下表按地區市場劃分本集團收益（並非基於產品及服務來源地區劃分）︰

地區市場收益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香港 428 375
中國 107,208 72,896

107,636 73,271

已終止經營業務

中國 － 12,916

107,636 86,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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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收入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綜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列） （重列） （重列）

利息收入 3,390 7,424 － 8 3,390 7,432
出售物業、機器及

設備所得收益 2,828 11,278 － － 2,828 11,278
投資證券所得已

變現收益 2,020 － － － 2,020 －

政府補貼 1,701 － － － 1,701 －

其他 300 28 － 512 300 540

10,239 18,730 － 520 10,239 19,250

4. 財務費用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綜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列） （重列） （重列）

須於五年內悉數

償還之銀行借貸

之利息 1,946 2,135 － 461 1,946 2,596
可換股債券之實際

利息開支 5,937 6,082 － － 5,937 6,082

7,883 8,217 － 461 7,883 8,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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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溢利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綜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列） （重列） （重列）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

折舊 3,533 2,325 － 45 3,533 2,370

僱員成本

　－董事酬金 2,250 2,067 － － 2,250 2,067
　－其他僱員成本 9,803 4,257 － 578 9,803 4,835
　－以股份為基礎

付款 789 2,153 － － 789 2,153
　－退休福利計劃

供款，不包括

董事 82 23 － － 82 23

總僱員成本 12,924 8,500 － 578 12,924 9,078

核數師酬金 700 500 － － 7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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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項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綜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列） （重列） （重列）

稅項開支（抵免）

包括︰

香港利得稅 － － － － － －

其他司法權區之稅項

　－過往年度超額

撥備 7,341 － － － 7,341 －

中國其他地區之稅項 (8,068) (8,645) － － (8,068) (8,645)

(727) (8,645) － － (727) (8,645)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七年月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香港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

得稅作出撥備（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中國其他司法權區之稅項乃按有關司法權區現行稅率計算。根據中國有關法例及規例，本公

司若干中國附屬公司自首個獲利年度起計兩年內豁免中國所得稅，而其後三年之所得稅則獲

減半。

7. 股息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列）

期內確認為分派的股息 27,351 26,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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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

持續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列）

盈利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母公司權益持有人

應佔年度溢利及盈利 52,901 44,582
具攤薄影響的潛在普通股︰

　－可換股債券利息 5,937 6,082

用作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盈利 58,838 50,664

股份數目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697,313,684 2,688,107,099
具攤薄影響的潛在普通股︰

　－購股權 14,984,580 －

　－可換股債券 224,310,810 277,763,889

用作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936,609,074 2,965,870,988



14

銘源醫療發展有限公司 二零零七年中期報告

14

8. 每股盈利（續）

持續經營業務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盈利數字計算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列）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 52,901 44,582
加︰已終止經營業務虧損 － 281

用作計算持續經營業務每股基本盈利的盈利 52,901 44,863
具攤薄影響的潛在普通股︰

　可換股債券利息 5,937 6,082

用作計算持續經營業務每股攤薄盈利的盈利 58,838 50,945

所用分母與上文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所用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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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無形資產

分銷權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成本

於期／年初 5,190 －

收購附屬公司所得 － 5,190

於期／年末 5,190 5,190

攤銷

於期／年初 86 －

於期／年內撥備 130 86

於期／年末 216 86

帳面值

於期／年末 4,974 5,104

分銷權是於二零零六年部分業務合併時購賣。本集團根據分銷可於20年內在亞太區分銷HPV
檢測字宮癌的HPV DNA檢測產品。

無形資產指定使用期為20年，在20年內按直線基準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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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帳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應收帳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包括應收帳款港幣41,811,000元（二零零六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港幣43,624,000元）。本集團一般給予貿易客戶30至90日的信貸期。應收帳款

的帳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60日 30,267 43,035
61至90日 10,452 589
超過90日 1,092 －

41,811 43,624

11. 應付帳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應付帳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包括應付帳款港幣3,755,000元（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3,137,000元）。應付帳款的帳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60日 2,741 1,565
61至90日 826 1,407
超過90日 188 165

3,755 3,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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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討論及分析

市場回顧

中國經濟繼續於二零零七年上半年高速增長，內地經濟的國內生產總值再度錄得雙位

數字增幅，增長率為11.5%，達人民幣10.6兆元。二零零六年的整體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

為10.7%。

根據二零零六至二零一零年的第十一個五年計劃，中國政府推算國內經濟將會按年增

長率8%，而在儲蓄水平偏高及外資流入的情況下，預期固定資產投資將保持急速增長，

繼續推動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

中國經濟於二零零一年至二零零六年期間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持續強勢增長，城鎮及農

村居民人均收入按年平均增長分別11.0%及8.1%，使到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斷獲得改善，

用於食品、衣服、醫療保健、交通、通訊、教育、娛樂及住房等方面之開支持續增加，而隨

著生活水平及醫療保健意識不斷提高，用於醫療保健產品及服務的開支亦有所增加。

業務回顧

股東應佔純利為港幣52,900,000元（二零零六年（重列）︰港幣44,600,000元），較去年同

期增加18.6%。股東應佔純利獲雙位數字增幅主要由於現有分銷商網絡以及與中國人壽

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中國人壽」）銷售「腫瘤預防健康險」保險計劃所得銷

售額增加所致。每股盈利為1.96港仙（二零零六年（重列）︰1.66港仙），大幅增加約

18.1%。

本集團的醫療相關服務包括蛋白芯片業務及醫療保健業務。

蛋白芯片業務

銷售專利產品 C-12所得營業額為港幣 89,600,000元（二零零六年（重列）︰港幣

73,300,000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22.2%。更重要者，蛋白芯片業務錄得分部溢利港幣

62,600,000元（二零零六年（重列）︰港幣51,600,000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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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芯片業務（續）

本年度上半年，本集團繼續取得強勁增長，售出合共932,371片（二零零六年︰746,535片）

蛋白芯片，較去年同期增加24.9%。自三月份中國人壽的「腫瘤預防健康險」保險計劃推

出以來，本集團售出逾120,000片蛋白芯片，用於進行「腫瘤預防健康險」之風險評估程

序。本集團繼續擴大針對人壽保險公司的銷售及相關售後支援，尤其中國人壽集團的中

國分行；在行之有效的上海服務及物流模式基礎之上，本集團計劃配合中國人壽陸續在

其他主要城市推出「腫瘤預防健康險」保險計劃提供相關支援。

至於其他方面，本集團繼續致力推行其營銷計劃，包括擴展銷售網絡、增加芯片檢測儀

使用率及推進芯片組裝方式開發工作。

醫療保健業務

醫療保健業務現時包括兩個部門，即子宮頸癌保健部及醫療保健部。此項業務所帶來之

營業額為港幣 18,100,000元（二零零六年（重列）︰無）。本業務之分部溢利為港幣

3,100,000元（二零零六年（重列）︰無）。

子宮頸癌保健部

本集團已正式推出其新HPV DNA診斷試劑盒及順利於八個省份委任分銷商，於二零零

七年上半年售出超過8,300個。直至目前為止，HPV DNA診斷試劑盒已獲准售予中國境

內二十多間醫院。

醫療保健部

本集團現時持有51%股權的上海市虹口區婦幼保健院繼續為本集團帶來正面貢獻。

公司回顧

特許知識產權平台－子宮頸癌HPV DNA檢測試劑盒

子宮頸癌為全球第二大女性致命疾病，全球每年死亡數字超過288,000人，新增病例

500,000宗。中國的每年死亡數字則超過50,000人，新增病例逾130,000宗。現時全球每

年約有300,000,000名女性接受巴氏抹片法檢驗子宮頸癌，但成功檢測率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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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許知識產權平台－子宮頸癌HPV DNA檢測試劑盒（續）

本集團的HPV DNA測試試劑盒產品用於進行早期子宮頸癌檢驗的精確度達95%，遠高

於巴氏抹片法，並使用常用的PCR解讀器進行HPV病毒檢測。HPV病毒被視為子宮頸癌的

主要基因病因。

本集團與其技術夥伴港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一直緊密合作，以加強生產、物流及醫療相

關程序。本集團致力投放資源擴充分銷網絡及因應需要為中國醫療及實驗室專家舉辦

推廣活動。其他技術需要投資開發專用解讀器及製訂全新的醫療相關程序，而本集團則

可集中爭取更多醫院參與測試，而此亦乃增加試劑盒（屬耗材產品）銷售的必要基本步

驟。

市場推廣策略－綜合策略

本集團於二月成立策略性市場推廣部門，務求整合所有宣傳及市場推廣工作，從而達成

以下主要目標︰加強本集團於生物醫療市場的企業形象及產品地位、於醫療行業推廣生

物醫療產品的應用，以及為本集團不同產品及服務設立市場風險管理系統並就有關營

銷計劃作出貢獻。

「腫瘤預防健康險」保險計劃－機遇與挑戰

本集團於三月開始實施與中國人壽訂立的破天荒安排。據此，本集團會提供C-12蛋白芯

片用作於上海進行的「腫瘤預防健康險」評估。於安排實施的首四個月，一如許多業務的

起步階段，本集團與中國人壽的人員緊密合作，解決了多項經營及物流上的問題。

本集團將繼續檢討經營方面的情況，以改善向中國人壽客戶提供之服務水平。本集團已

準備因應需要作出調整，以實現更加以客為先的服務模式。

中國人壽現時於中國保險業界擁有最龐大的分銷網絡，包括超過650,000名獨家代理及

12,000組保險銷售人員。本集團對上海方面的進展感到欣慰，亦準備將該服務模式推展

至中國人壽分公司所在的其他城市，而本集團將視此為首要工作，並將致力配合中國人

壽其他分公司相繼推出「腫瘤預防健康險」投放有關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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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管治及投資者關係策略

本集團的傳統業務營運模式有別於股票市場，亦明白亞洲投資人士可能較難掌握其業

務性質，因此深信有需要建立更主動的溝通渠道，以闡釋本集團的業務模式及全球疾病

早期檢驗市場的潛力。

於本年度上半年，本集團繼續致力加強與投資者的關係。本集團已設立多種溝通渠道，

以便向現有股東及投資人士解釋本公司的管理哲學、經營情況及未來投資與發展策略。

本年度上半年，本集團的代表與162名投資者及有關人士舉行會議。與會者按類別劃分

包括基金經理(76%)、分析員(12%)、銀行家(4%)、傳媒(2%)及其他(6%)。此外，本集團亦

進行了2次路演及4次投資者論壇，總出席人數達123人。

本年度上半年，本集團亦參與由德意志銀行、摩根大通證券（亞太）有限公司、花旗環球

金融亞洲有限公司、瑞士信貸、DBS唯高達香港有限公司及瑞銀投資銀行等多家國際證

券行在美國、香港及新加坡舉辦的財務機構公司簡報。

董事局相信施行有效的公司管治，持之以恆地與以生物醫療公司為投資目標的投資人

士建立溝通平台，長遠有助本集團提升價值，與全球生物科技上市公司並駕齊驅，從而

為股東爭取更高回報。

前景

於二零零六年成功出售餘下之非核心資產後，今年為本集團主力重點發展生物醫療及

相關業務的首個年度。本集團抱持的信念為及早檢驗及診斷潛在致命疾病，可大大提高

治癒的機會及病人的存活率，因此本集團將繼續以其專利蛋白芯片作為平台進行內部

開發，並與具規模的生物醫療研究院進行對外合作開發，從而發掘可有效檢驗及診斷致

命疾病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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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續）

在實現KM2003目標方面的工作，本集團對其業務計劃的推行進度感到滿意，其內容主

要集中於產品系列的多元化發展、擴展銷售渠道、擴充生產、物色技術夥伴、以及進行技

術推廣等，結果使到子宮頸癌HPV DNA測試試劑盒順利推出市場、本集團與中國人壽就

其「腫瘤預防健康險」成功訂立獨特銷售安排、於上海產量達八百萬片的蛋白芯片生產

設施已可即時投產，以及成功設立策略性市場推廣部門。

作為中國早期測試及疾病檢測領域的生物醫療公司之首，本集團瞭解此行業多方面的

挑戰及風險，於執行業務計劃時不斷檢討及作出相應改動。中國為最大及增長最快的保

健產品及服務市場之一，同時亦是一個非常獨特的市場，經營者需要對醫療行業、法規

及營運機制的現況有充份了解。

本集團繼續按部就班根據KM2003目標的方針實行業務計劃，加強分銷網絡及工作，不

斷改良生產程序及提高效率，並善用其專利及特許平台適時推出及改良用於疾病檢測

的生物醫療產品。

篩查測試的概念在於檢測並無任何病徵的人體有否潛在健康失調或疾病，旨在及早發

現，以改變生活模式或進行監察，減低發病的風險，或及早治療，以取得最佳成效。篩查

測試亦可提高個人對健康狀況的意識。篩查測試並非診斷，但可用作識別是否需要進行

額外測試或診斷以斷定有否患病。

除可減低不明確、含糊或混淆的結果，篩查測試亦可檢測出潛在問題。雖然篩查測試並

非絕對準確，但醫生建議及時篩查非常重要。以癌症腫瘤為例，證據顯示早期發現腫瘤

可及早治療，治癒的機會率亦較高。

本集團對可為相信早期疾病檢測及預防的人士提供可靠選擇深感自豪，而於過去數年，

本集團成功開發前所未有的癌症篩查市場需求。同時，本集團計劃發展特定癌症腫瘤類

型的診斷蛋白芯片，以增加有關癌症的產品種類，及進一步推廣HPV DNA檢測產品作為

檢測及防止子宮頸癌之有效測試及診斷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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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續）

癌病危害世界各地，不僅影響患者的健康質素，亦為患者所有家屬造成心理影響。癌症

為患者、家庭及社會帶來沉重負擔，而適當的預防、及早檢驗及治療護理可減低全球死

亡個案。癌症的影響可以極為廣泛，一旦病況急轉直下更會造成亦極大的經濟影響。據

統計，癌病的致命率為全球愛滋病死亡率的兩倍。事實上，每年的死亡數字之中有超過

13.0%為癌症個案，數目多於愛滋病、肺結核及瘧疾的總和。

根據二零零五年世界衛生組織的資料，全球5,800萬名死亡人數中有760萬名（佔13.0%）

死於癌症，而每年新增病例超過1,100萬宗。癌症是中國的第一號殺手，估計每年超過150

萬人患上癌症。在發展中國家（如中國），超過90%癌症患者於診斷時已達後期或不能治

癒的階段。由於年逾40屬於高危人士，加上隨年齡增長會更易患上癌症，而上述人士佔

中國人口超過30%，因此癌症病人的數目在未來10年將會大幅增長。

本年度下半年，本集團將積極尋找新投資機會，物色具有優秀潛力或可與本集團互補長

短的公司進行策略性收購或合作，從而不斷加快推進業務發展。最後，董事們相信，本集

團已於中國龐大的保險業界為其C-12產品成功發展出一套可持續發展之策略，並已為

其特許知識產權平台中不斷擴充之產品系列建立一個可持續發展之模式。

中期股息

董事欣然向於二零零七年十月十八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宣派每股港幣0.01元

之二零零七年中期股息（二零零六年︰港幣0.01元）。股息將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派付。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七年十月十六日星期二至二零零七年十月十八日星期四（包括首尾

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期間不會登記任何股份轉讓。為符合收取中期股息的資

格，股東須於二零零七年十月十五日星期一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將所有股票連同已填妥

的過戶表格（附於股票背頁或分開遞交）送達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

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至1716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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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結算日，下列資產均已作為本集團所獲一般銀行及信貸之抵押︰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土地 5,938 5,992

在建樓宇 23,718 23,587

已抵押銀行存款 － 10,000

29,656 39,579

流動資金及融資

本集團在管理流動資金及財務事宜方面採取審慎政策，並就此制訂指引。該等指引涉及

本集團的負債狀況、融資安排及利率風險管理。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銀行結存為港幣417,800,000元（二零零六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451,600,000元）。根據銀行及其他借貸額港幣259,300,000元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288,600,000元）及股東資金港幣640,700,000元（二

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568,100,000元）計算，本集團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的資產負債比率為40.5%（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0.8%）。

本集團的銀行借貸均以港幣及人民幣計算。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尚未償還的銀行

借貸合共為港幣91,800,000元（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95,100,000元）。銀行

借貸按現行市場利率介乎每年5.02厘至6.04厘計息（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界乎

4.92厘至6.04厘）。

來自蛋白芯片業務及醫療保健業務的收益及採購物料、零件、設備及薪金的付款均以人

民幣計算。本集團認為毋需利用金融工具進行對沖，而承受的 率波幅風險輕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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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

債。

僱員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共有432名僱員（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387名僱員）。本集團僱員人數增加是由於已設立多個銷售及支援團隊，以強化

蛋白芯片業務的分銷渠道及售後支援服務。僱員的酬金、晉升及薪金調整會根據其職責、

工作表現、經驗及行內慣例而衡量。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的股份權益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或其聯繫人士擁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352條須存置的登記冊所登記，或根據上市規則及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

易的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XV部）股份及購股權權益及淡倉如下︰

(A) 本公司的普通股好倉

普通股數目 概約持股

董事姓名 身份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其他權益 總計 百分比

姚原先生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 － 1,049,969,075 － 1,394,469,075 38.38%

（附註）

姚涌先生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21,220,000 － 1,049,969,075 － 1,071,189,075 39.17%

（附註）

附註︰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該等股份由Ming Yuan Investments Group Limited實益擁有，而

姚原先生及姚涌先生各擁有該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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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購買本公司股份之權利

購股權數目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七年

姓名或 每股 於一月一日 六月三十一日

參與者類別 授出日期 行使期 行使價 尚未行使 期內授出 期內行使 期內失效 於尚未行使

港幣元

董事

錢禹銘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四月八日 0.728 26,500,000 － － － 26,500,000

四月八日 至二零一零年四月七日

胡軍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四月八日 0.728 10,000,000 － － － 10,000,000

四月八日 至二零一零年四月七日

余惕君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四月八日 0.728 10,000,000 － － － 10,000,000

四月八日 至二零一零年四月七日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七年四月八日 0.78 － 2,400,000 － － 2,400,000

四月二十七日 至二零一零年四月七日

林家禮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七年四月八日 0.78 － 2,400,000 － － 2,400,000

四月二十七日 至二零一零年四月七日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主要行政人員或其聯繫人

士並無擁有須登記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存置的登記冊，或根據上市

規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股份權益或淡倉。

董事購買股份的權益

除上文「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的股份權益」及下文「購股權計劃」所披露者外，本公司、

其附屬公司及相聯法團並無於期內任何時間與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訂立任何安

排，致使彼等可藉購買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的股份或債券而獲益，而本公司董事、主要

行政人員或彼等的配偶或十八歲以下子女亦無於期內擁有、獲授或行使任何可認購本

公司或其相聯法團股份或債券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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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已實行購股權計劃（「計劃」），以獎勵及嘉許對本集團業務作出貢獻的合資格參

與者。根據計劃，董事可全權決定邀請本集團任何公司的任何僱員、董事、諮詢人、顧問、

分銷商、承包商、供應商、代理、客戶、業務合作夥伴、合營業務夥伴、發起人或服務供應

商認購購股權。計劃於二零零四年五月三十一日（「採納日期」）起生效，而除另行取消

或修訂外，計劃自採納日起計有效十年。

因行使根據計劃所授全部未行使購股權而發行的股份總數，不得超逾採納日期已發行

股份的10%，除非本公司向股東另行徵得批准。

所授購股權必須於授出日期起計28日內接納，接納時須就每份購股權支付港幣1元。購

股權可由授出日期起至10周年當日止隨時行使。董事局每次授出購股權時，可全權釐定

行使期。行使價由董事局釐定，不得低於本公司股份(i)收市價；(ii)截至授出日期止五個營

業日的平均收市價；及 (iii)面值三者的最高者。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計劃所授購股權可發行的股份數目為155,980,000股，

相等於該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約5.70%。每名合資格參與者根據於任何截至最近授出購

股權當日止12個月內獲授的購股權可獲發行的股份總數，須以本公司於任何時間的已

發行股份1%為限。授出任何超逾該上限的購股權，必須在股東大會獲得股東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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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續）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計劃已授出及未授出購股權如下︰

購股權數目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七年

姓名或 每股 一月一日 六月三十一日

參與者類別 授出日期 行使期 行使價 尚未行使 期內授出 期內行使 期內失效 尚未行使

港幣元

董事

錢禹銘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四月八日 0.728 26,500,000 － － － 26,500,000

四月八日 至二零一零年四月七日

胡軍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四月八日 0.728 10,000,000 － － － 10,000,000

四月八日 至二零一零年四月七日

余惕加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四月八日 0.728 10,000,000 － － － 10,000,000

四月八日 至二零一零年四月七日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七年四月八日 0.78 － 2,400,000 － － 2,400,000

四月二十七日 至二零一零年四月七日

林家禮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七年四月八日 0.78 － 2,400,000 － － 2,400,000

四月二十七日 至二零一零年四月七日

其他

高級管理人員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四月八日 0.728 86,900,000 － (1,000,000) (2,400,000) 83,500,000

及其他僱員 四月八日 至二零一零年四月七日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七年四月八日 0.78 － 21,180,000 － － 21,180,000

四月二十七日 至二零一零年四月七日

總計 133,400,000 25,980,000 (1,000,000) (2,400,000) 155,9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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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權益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存置的登記冊所示，

擁有本公司股份5%或以上權益或淡倉的股東如下︰

主要股東擁有的本公司股份好倉

股東名稱 附註 普通股數目 概約持股百分比

Ming Yuan Investments Group Limited (i) 1,049,969,075 38.38%

Ming Yuan Holdings Limited (i) 1,049,969,075 38.38%

姚原先生 (i) 1,049,969,075 38.38%

姚涌先生 (i)及 (ii) 1,071,189,075 39.17%

附註︰

(i) 該等股份由Ming Yuan Holdings Limited的全資附屬公司Ming Yuan Investments Group Limited
持有，而Ming Yuan Holdings Limited由姚原先生及姚涌先生分別擁有50%權益。

(ii) 即由姚涌先生持有的個人權益21,220,000股股份及由Ming Yuan Investments Group Limited
持有的公司權益1,049,969,075股股份的總和。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

須存置的登記冊所示，本公司並無獲悉任何人士擁有本公司股份5%或以上權益或淡倉。

買賣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並無贖回股份，而本公司及各附屬

公司於年內並無買賣或贖回本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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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管治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已引進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生效的上市規

則附錄14所載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管治守則」）。董事局已採取適當措施採納管治守

則，藉此繼續加強公司管治，從而提高透明度，保障股東的整體利益。

除下列各項外，本公司各董事概不知悉任何資料合理顯示本公司現時或在回顧年度任

何時間曾有任何違返管治守則的情況︰

管治守則第A.4.1條規定，每名董事應有指定任期，並應至少每三年輪流退任一次。年內，

非執行董事並無指定任期，彼等並須根據本公司細則於本公司週年大會上輪流退任及

重選。

公司細則第109條規定，除執行主席外，在本公司每次股東週年大會上，自上次獲選起計

任期最長的三分之一本公司董事（如董事數目並非三或其倍數，則以最接近而不逾三分

之一的數目為準）須退任，而退任董事可再重選連任。

以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董事數目計算，一名非執行董事將在出任董事局成員

約兩年後，方會輪到其從董事局退任。董事認為上述安排與管治守則的宗旨相符。

董事局採納了上市規則附錄10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作為董事及高

級管理人員買賣本公司證券的操守準則。

本公司已向各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作出個別查詢，各人確認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

十日止期間一直貫徹奉行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接獲各獨立非執行董事根據上市規則第3.13條就其獨立性作出的確認聲明。本

公司認為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均為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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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該等董事在核數、法律事務、商業、會計、企業

內部監控及監管事務等方面具有豐富經驗。

審核委員會定期舉行會議，審閱本公司財務報表的完整性、準確性及公允程度。審核委

員會衡量內部或外部審核工作之性質及範圍，並評估本公司設立之內部監控制度是否

有效，以便董事局監察本集團之整體財政狀況及保障資產。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薪酬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由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林家禮博士（主席）及李思浩先生，以及首席執行官

錢禹銘先生組成。

薪酬委員會負責不時檢討及評估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的薪酬政策，以及向董事局作出

建議。

投資者關係及溝通

本集團採取積極的投資者關係及溝通政策，定期與機構投資者及分析員舉行會議。為了

促進有效溝通，本公司設立網站(www.mymedicare.com.hk)，以電子方式向股東發放最新

資訊。

代表董事局

首席執行官兼執行董事

錢禹銘

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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