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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色

創業板為投資風險較其他於聯交所上市之公司為高之公司提供上市之市場。有意投資

之人士應了解該等公司之潛在投資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之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

創業板之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經驗豐富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之公司屬新興性質，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在聯交所主板買賣

之證券承受較大之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會有高流通量之

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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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報告全部或任何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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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告乃根據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提供有關華夏醫療集
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資料，本公司各董事（「董事」）願就本報告之內容共同及個
別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據彼等所深知及確信，本報告所
載之資料於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完整，且無誤導或欺騙成分，而本報告亦無遺漏其他
事實，以致本報告或當中所載任何陳述有所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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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集團錄得總營業額約為378,532,000港
元，較二零一四年同期之約為437,122,000港元，減少約13.40%。

•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集團之毛利率約為17.49%，較二零
一四年同期之12.87%，上升約4.62個百分點。

•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
6,119,000港元，而二零一四年同期則約493,687,000港元。

•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公司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分別約為
0.347港仙及0.340港仙（二零一四年：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分別約為28.052港仙
及28.045港仙）。

•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派發股息（二零一四年：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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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度業績 （未經審核）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
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四年同期之未經審
核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3 378,532 437,122
銷售成本 (312,316) (380,879)

毛利 66,216 56,243
其他收入 1,643 6,622
銷售及分銷開支 (40,542) (24,495)
行政開支 (29,330) (21,679)
商譽之減值虧損 – (785,483)

經營業務虧損 (2,013) (768,792)
財務費用 (3,876) (2,179)

除稅前虧損 (5,889) (770,971)
稅項 4 (1,081) (4,446)

本期間虧損 (6,970) (775,417)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入，扣除稅項：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經營業務之匯兌差額 149 37

本期間全面虧損總額 (6,821) (775,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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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應佔本期間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6,119) (493,687)
非控股權益 (851) (281,730)

(6,970) (775,417)

應佔本期間全面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5,849) (493,795)
非控股權益 (972) (281,585)

(6,821) (775,380)

股息 6 –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基本（港仙） 5 (0.347) (28.052)

－攤薄（港仙） 5 (0.340) (28.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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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其他儲備 特別儲備 匯兌儲備

以股份為 
基礎之 

付款儲備

可換股票據 
儲備 法定儲備

（累計 
虧損）╱ 
保留溢利 小計 非控股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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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a)） （附註(d)） （附註(e)） （附註(b)） （附註(c)）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17,562 316,969 295,610 (97,455) (6,735) 32,789 15,645 2,537 37,079 110,252 724,253 426,170 1,150,423
本期間虧損 – – – – – – – – – (493,687) (493,687) (281,730) (775,417)
換算海外經營業務之匯兌差額 – – – – – (108) – – – – (108) 145 37

本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 – – – – (108) – – – (493,687) (493,795) (281,585) (775,380)

收購附屬公司產生之非控股權益 – – – – – – – – – – – 7,428 7,428
行使購股權 39 1,969 – – – – (58) – – – 1,950 – 1,950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7,601 318,938 295,610 (97,455) (6,735) 32,681 15,587 2,537 37,079 (383,435) 232,408 152,013 384,421

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17,601 318,938 295,610 (97,455) (6,735) 33,977 188 2,537 40,648 (383,499) 221,810 159,688 381,498

本期間虧損 – – – – – – – – – (6,119) (6,119) (851) (6,970)
換算海外經營業務之匯兌差額 – – – – – 270 – – – – 270 (121) 149

本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 – – – – 270 – – – (6,119) (5,849) (972) (6,821)

發行可換股票據 – – – – – – – 9,866 – – 9,866 – 9,866
發行購股權 – – – – – – 2,539 – – – 2,539 – 2,539
行使購股權 372 24,461 – – – – (52) – – – 24,780 – 24,780
購股權失效 – – – – – – (2,193) – – 52 (2,141) – (2,141)
非控股權益注資（附註(f)） – – – (1,882) – – – – – – (1,882) 16,135 14,253
收購附屬公司產生之非控股權益 – – – – – – – – – – – (719) (719)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7,973 343,399 295,610 (99,337) (6,735) 34,247 482 12,403 40,648 (389,566) 249,123 174,132 423,255

附註：

(a)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約為17,973,000港元（二零一四年：約17,601,000

港元），分為每股面值0.01港元（二零一四年：每股面值0.01港元）之1,698,769,944股普通股及
98,500,000股無投票權可換股優先股（二零一四年：1,157,388,264股普通股及602,701,680股無投
票權可換股優先股）。

(b) 計入本集團特別儲備之約2,935,000港元指本公司發行之股份面值與於二零零一年進行集團重組
時所收購一家附屬公司股本總額之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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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特別儲備減少約41,580,000港元，減少金額指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收
購附屬公司之已付代價股份之公平值與約定值間之差額。

本集團之特別儲備增加約31,910,000港元，增加金額指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收
購附屬公司之已付代價股份之公平值與約定值間之差額。

(c)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相關法律及法規之規定，於中國成立之本公司附屬公司須撥出
10%除稅後溢利淨額為法定儲備（除非公積金結餘已達至附屬公司繳足資本之50%）。待董事會
及有關政府當局批准後，儲備基金僅可用作抵銷累計虧損或增加資本。

(d) 計入本集團資本儲備之約579,395,000港元指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進
行股本重組之結果。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資本儲備減少約283,785,000港元指就本公司之附屬公司
萬嘉集團控股有限公司（「萬嘉集團」）之股份於二零一三年十月十一日於聯交所主板獨立上市
而以實物支付之特別中期股息。

(e) 本集團其他儲備金額減少約89,802,000港元指萬嘉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內股份獨立上市之以實物方式派付之特別中期股息金額與非控股權益分佔萬嘉集團之資產淨值
之差額。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其他儲備減少約7,653,000港元指萬嘉集團之股份獨立
上市所產生之已資本化上市開支。

(f) 於二零一五年五月十二日，其中一間非全資附屬公司（「附屬公司」）已與一名獨立第三方訂立合
營協議（「協議」）。協議構成被視作出售附屬公司權益，從而產生其他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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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附註（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1. 公司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一家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股份在聯
交所創業板上市。本公司註冊辦事處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T George 

Town,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本公司之總辦事處及香港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
港英皇道101號新翼19樓。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以本公司之功能貨幣港元（「港元」）呈列，而其大部份附屬公司之功
能貨幣為人民幣（「人民幣」）。董事認為，由於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創業板上市，因此以港元呈列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更為合適。除另有指明外，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千港元（千港元）呈
列。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而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在中國提供綜合性醫院服務以及藥物批發、
分銷及藥物零售連鎖店業務。

2.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業績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
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為包括所有適用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
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詮釋」）之統稱）、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
露規定以及聯交所創業板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除若干金融工具
按公平值計量外，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業績乃按歷史成本編製。

編製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截至
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二零一四年╱一五年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
致，並已於本期間生效（詳情載於二零一四年╱一五年財務報表附註）。本公司董事相信，應用其他
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對本期間之簡明綜合財務業績並無重大影響。

若干比較金額已經重列，以與本期間之呈列及會計處理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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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

營業額指本期間內就藥物批發、分銷及藥物零售連鎖店業務以及提供綜合性醫院服務已收及應收
第三方款項淨額總和。本集團之期間營業額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藥物批發、分銷及藥物零售連鎖店業務 312,167 397,639

提供綜合性醫院服務 66,365 39,483

378,532 437,122

4. 稅項

由於本集團在本期間並無來自香港營運之應課稅溢利，故此在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並無作出香港
利得稅撥備（二零一四年：無）。

本公司已就來自於中國之藥物批發、分銷及藥物零售連鎖店業務以及提供綜合性醫院服務所產生
之溢利作出約25%企業所得稅撥備（二零一四年：約25%）。

5. 每股虧損

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間
虧損約6,119,000港元（二零一四年：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間虧損約493,687,000港元）及股份加權平
均數1,763,208,406股（二零一四年：1,759,918,515股）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乃按調整已發行在外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及假設所有潛在攤薄之普通股已兌換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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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購股權而言，則根據尚未行使購股權所附之認購權之貨幣價值進行計算，以釐定可按公平值（按
本公司股份之年度平均股份巿價釐定）收購之股份數目。根據上文所述計算所得之股份數目與假設
購股權獲行使而已發行之股份數目作比較。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虧損之虧損 (6,119) (493,687)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763,208,406 1,759,918,515

就購股權及可換股票據之假設行使作出調整 28,677,905 414,295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791,886,311 1,760,332,810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每股攤薄虧損（港仙） (0.340) (28.045)

6. 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派發股息（二零一四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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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綜合性醫院服務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集團業務營運錄得營業額約378,532,000港元
（二零一四年：約437,122,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下降約13.40%。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
三十日三個月，來自三間綜合性醫院之營業額約為66,365,000港元（二零一四年：來自
兩間綜合性醫院約39,483,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68%。

藥物批發、分銷及藥物零售連鎖店業務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來自藥物批發、分銷及藥物零售連鎖店業務之營
業額約為312,167,000港元（二零一四年：約397,639,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21%。
營業額減少乃主要因於報告期間透過本集團之非全資擁有主要附屬公司萬嘉集團之藥
物批發業務產生之收入減少所致，由於中國福建省於二零一四年四月頒佈及實施新質
量管理規範（「新質量管理規範」），其對藥物分銷商營運施加嚴格規例（請參考「藥物
批發、分銷及藥物零售連鎖店業務」一節）。因此，向萬嘉集團分銷商客戶作出之銷售
已持續減少。

開支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銷售及分銷費用約為40,542,000港元（二零一四
年：約24,495,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約66%。有關增加乃由於零售藥店及醫院
數目較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行政開支約為29,33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約
21,679,000港元），上升約35%。該增加乃主要與因擴大本集團經營規模較去年同期產
生之員工成本及租金開支增加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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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集團呈報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
6,119,000港元（二零一四年：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493,687,000港元）。虧損淨額
乃主要由於藥物業務之銷售因新質量管理規範之頒佈及實施引致嚴格之規例而減少所
致。

業務回顧及展望

綜合性醫院服務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集團於重慶市、嘉興市及珠海市營運三間綜合
性醫院（二零一四年：於重慶市及嘉興市營運兩間綜合性醫院），主要從事提供綜合性
醫院服務，包括但不限於醫院病房、手術室、美容手術、皮膚專科以及體檢及測試。截
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提供綜合性醫院服務產生之營業額約為66,365,000

港元（二零一四年：約39,483,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約68%。

藥物批發、分銷及藥物零售連鎖店業務

本集團透過其非全資擁有之主要附屬公司萬嘉集團從事向中國福建省之醫院、診所及
藥房批發及分銷種類繁多的藥物。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於中國福建省頒佈及實施新質量管理規範，據此，自二零一六年
起，僅獲選定藥品分銷商獲准向公立醫院及公共醫療機構分銷藥物。鑑於新質量管理
規範，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期間內，現有分銷商客戶已對向萬嘉集
團下訂採購訂單方面極為審慎且還款期逐步延長，因此萬嘉集團審慎收緊對分銷商客
戶之信貸政策。因此，向萬嘉集團的分銷商客戶作出之銷售已持續減少。

# English translation of  official Chinese names are for identification purpose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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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四年八月，福建省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公佈一批十間公司獲准於二零一六年
後進行向公立醫院及公共醫療機構分銷藥物業務，而本公司之經營附屬公司福建省福
州市惠好藥業有限公司名列其中。儘管獲認可為分銷行業之合資格參與者令人鼓舞，惟
實施新質量管理規範之影響及對萬嘉集團之醫院分銷業務之任何政策發展仍不明朗。經
計及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之財務表現，萬嘉集團之董事會於二零一四年七月底再度審閱
新質量管理規範對分銷行業之潛在影響，並審慎降低向分銷商客戶銷售之預測表現，因
此導致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第一季之商譽減值虧損約785,438,000

港元。

本集團亦在中國福建省六個地級市，以「惠好四海」的品牌名稱經營連鎖式零售藥店。
於福建省之藥房數量及整體競爭力方面，本集團之藥物零售連鎖店業務均處於領先地
位。本集團繼續調配資源以尋找業務機會，藉以擴展藥物分銷及零售連鎖店業務。截至
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藥物批發、分銷及藥物零售連鎖店業務貢獻之營業額
約為312,167,000港元（二零一四年：約397,639,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下降約21.49%。
該下降乃主要由於向分銷商客戶作出之批發因於二零一五年年度內頒佈及實施新質量
管理規範後之嚴格規例而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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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前景

由於二零一五年為十二五計劃的最後一年及醫療改革的第五年，前期努力於在中國提
供優質醫療服務及保健方面已初見成效。更多醫院經已成立，而其中私人醫院發展迅
速。本集團管理層相信，本集團已作好準備把握國家的有利形勢。因此，本集團醫院將
繼續改善服務質量及當前市場的新醫療技術。同時，本集團繼續開拓現有及未來醫院的
發展機會。本集團醫院的重要潛力之一為物色涉及公立及私人合作夥伴的項目。該等
項目將進一步開拓本集團於不同地區的醫療保健市場。此舉將擴展我們的服務範圍、
醫療專長，及更為重要的是吸引更多人才加入我們的醫院。於未來一年，我們預期將分
配更多資源以開拓新服務作為增加收入的機會之一。

本年度對本集團而言，機遇與挑戰並存。此關鍵時間不僅為本公司進一步開拓於中國
之潛力鋪下坦途，亦將見證華夏品牌（即優質、易於接觸及具信譽）於本地市場之可觀
成果。優質醫療服務之需求亦將為已於服務、教育、質量及信譽作出長期投資之供應商
提供實質經濟成果。

報告期後重大事項

於報告期末後並無發生重大事項，惟以下事項除外：

鑑於市況及投資者情緒出現重大變動，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八日，本公司與華富嘉洛證
券有限公司透過訂立即刻生效之終止協議，協定終止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二日
之包銷協議（就按每持有五股股份獲發一股供股股份之基準發行供股股份之包銷及若
干其他安排而訂立之協議）。詳情列示於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二日、
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及二零一五年七月八日之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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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
權證之權益

權益披露

(a) 董事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證券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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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條須由本公司存置之登記冊所載之權益及
淡倉，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至5.67條所述本公司董事進行買賣的規定標
準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i) 於本公司股份之權益：

董事姓名 權益性質 股份數目 倉位

佔已發行

股份總數之

概約百分比     

鄭鋼先生 個人權益 10,454,000 好倉 0.62%

蔣濤博士 個人權益 10,150,000 好倉 0.60%

黃加慶醫生 個人權益 8,000,000 好倉 0.47%

翁嘉晉先生 個人權益 6,600,000 好倉 0.39%

湯珣先生 個人權益 3,000,000 好倉 0.18%

王裕民醫生 個人權益 1,000,000 好倉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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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於本公司相聯法團之已發行股本之權益

董事姓名 相聯法團名稱 身份╱權益性質 股份數目 倉位

佔相聯法團之

已發行股本之

股權概約百分比      

翁國亮先生 
（於二零一五年 
四月二十日辭任）

萬嘉集團 
（附註1）

公司權益（附註2） 24,192,100 好倉 1.42%

個人權益 47,009,375 好倉 2.77%

附註：

1. 華夏醫療集團有限公司持有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大發環球集團有限公
司（「大發」）之全部已發行股本，而大發於411,917,648股萬嘉集團有限公司（「萬嘉集
團」，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相當於
萬嘉集團已發行股本之約63.53%）中擁有權益。因此，就證券及期貨條例而言，萬嘉集
團為本公司之相聯法團。

2. 此等股份乃透過易耀控股有限公司（「易耀」）（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英屬處女群
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持有，而易耀之全部已發行股本由萬好國際投資有限公司
（「萬好」）擁有，而萬好乃由翁國亮先生（「翁國亮先生」）全資實益擁有，其持有本公司
之418,491,516股股份及98,500,000股可換股優先股。翁國亮先生為翁嘉晉先生（於二零
一五年四月二十日獲委任為本公司之執行董事）之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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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於首次公開發售後購股權計劃項下之購股權之權益：

董事姓名 行使期 行使價

已授出之

購股權數目 倉位     

蔣濤博士 二零一五年四月十八日至 

二零一八年四月十七日
0.68港元 4,410,000 好倉

鄭鋼先生 二零一五年四月十八日至 

二零一八年四月十七日
0.68港元 4,410,000 好倉

翁嘉晉先生 二零一五年四月十八日至 

二零一八年四月十七日
0.68港元 3,960,000 好倉

黃加慶醫生 二零一五年四月十八日至 

二零一八年四月十七日
0.68港元 4,200,000 好倉

王裕民醫生 二零一五年四月十八日至 

二零一八年四月十七日
0.68港元 1,000,000 好倉

湯珣先生 二零一五年四月十八日至 

二零一八年四月十七日
0.68港元 3,000,000 好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概無
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任何股份、相關
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由本公司存置之登記冊所載
之任何權益或淡倉，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至5.67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
所之任何權益或淡倉。

(b) 主要股東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除上文「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
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權益」一節所披露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之權
益外，以下人士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
由本公司存置之登記冊所載之權益及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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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股東名稱 股份數目 倉位

佔已發行

股份總數之

概約百分比    

萬好國際投資有限公司（「萬好」）（附註1） 516,991,516 好倉 30.43%

易耀控股有限公司（「易耀」）（附註1） 516,991,516 好倉 30.43%

翁國亮先生（附註1） 516,991,516 好倉 30.43%

1,700,000 好倉 0.10%

翁木英女士（附註1） 518,691,516 好倉 30.53%

南方希望實業有限公司（附註3） 343,217,539 好倉 20.20%

新希望集團有限公司（附註3） 343,217,539 好倉 20.20%

西藏恒業峰實業有限公司（附註3） 343,217,539 好倉 20.20%

新希望國際（香港）有限公司（附註3） 343,217,539 好倉 20.20%

劉永好先生（附註3） 343,217,539 好倉 20.20%

劉暢女士（附註3） 343,217,539 好倉 20.20%

李巍女士（附註3） 343,217,539 好倉 20.20%

華富國際控股有限公司（附註4） 208,226,577 好倉 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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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易耀於本公司之418,491,516股股份及98,500,000股可換股優先股中擁有權益。易耀之已發行
股本由萬好全資實益擁有而萬好之已發行股本由翁國亮先生全資實益擁有。彼亦於彼以個人
身份實益持有之1,70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由於翁木英女士為翁國亮先生的配偶，故翁木
英女士被視為於由易耀持有之418,491,516股股份及98,500,000股可換股優先股及翁國亮先生
以個人身份實益持有之1,70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2. 萬好（作為賣方）及翁嘉晉先生（作為買方）已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十日就買賣易耀之全部股權
訂立協議及計劃將於本報告日期後之日期完成上述買賣。

3. 新希望國際（香港）有限公司於本公司之343,217,539股股份中擁有權益。新希望國際（香港）
有限公司之已發行股本乃由南方希望實業有限公司實益擁有75%，而南方希望實業有限公司
分別由新希望集團有限公司及西藏恒業峰實業有限公司擁有51%及49%。

新希望集團有限公司及西藏恒業峰實業有限公司由劉永好先生、劉暢女士及李巍女士實益擁
有，彼等之股權百分比分別為62.34%、36.35%及1.31%。因此，劉永好先生、劉暢女士及李巍
女士於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權益。

4.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華富國際控股有限公司（為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二日之包
銷協議項下之發行供股股份之唯一包銷商之實益擁有人）持有好倉股份208,226,577股。本公
司與包銷商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八日協定終止包銷協議。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並不知悉任何其他人
士（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由本公司存置之登記冊所載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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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購買證券之權利

除上文「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權
益」一節所披露者外，本公司自註冊成立以來，概無向任何董事或彼等各自之配偶或未
滿十八歲之子女授出任何權利，致使彼等可透過購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的股
份或債權證而獲益，而彼等亦概無行使該等權利；且本公司、其控股公司或其任何附屬
公司亦概無參與任何安排，致使董事、彼等各自之配偶或未滿十八歲之子女可獲得任
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該等權利。

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合共67,071,991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3.95%）尚未行使
之購股權，所有該等購股權均已根據於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日及二零一一年八月十日
採納之首次公開發售後購股權計劃授出。尚未行使之購股權數目、其各自之行使價及
其各自行使期之明細如下：

承授人類別 行使期 行使價

尚未行使之

購股權數目    

董事

蔣濤博士 二零一五年四月十八日至 
二零一八年四月十七日

0.68港元 4,410,000

鄭鋼先生 二零一五年四月十八日至 
二零一八年四月十七日

0.68港元 4,410,000

翁嘉晉先生 二零一五年四月十八日至 
二零一八年四月十七日

0.68港元 3,960,000

黃加慶醫生 二零一五年四月十八日至 
二零一八年四月十七日

0.68港元 4,200,000

王裕民醫生 二零一五年四月十八日至 
二零一八年四月十七日

0.68港元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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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授人類別 行使期 行使價

尚未行使之

購股權數目    

湯珣先生 二零一五年四月十八日至 
二零一八年四月十七日

0.68港元 3,000,000

本集團僱員及顧問 二零零六年七月十三日至 
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二日

3.61港元 459,738

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一日至 
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日

2.94港元 1,042,253

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至 
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0.50港元 450,000

二零一五年四月十八日至 
二零一八年四月十七日

0.68港元 44,140,000

購股權計劃項下尚未行使之購股權總數 67,071,991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股份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優先購股權

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或開曼群島法例並無有關本公司須向現有股東按比例提呈新股
份之優先購股權之規定。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其條款並不遜於創業板上市規則
第5.48至5.67條所載之規定買賣標準。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於截至二零一五
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內，董事已遵守有關行為守則及規定買賣標準以及其有關董事
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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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公司已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15所載之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

薪酬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日遵照守則條文成立。薪酬委員會成員包括本公司執
行董事鄭鋼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胡善聯教授、呂傳真教授及黃嘉慧女士。黃嘉
慧女士為薪酬委員會主席。

薪酬委員會的職責及功能包括釐定所有執行董事的具體薪酬組合，包括實物福利、退
休金權利及報酬款項，包括任何就離職或終止職務或委任應付之補償，並就非執行董
事的薪酬向董事會提出建議。薪酬委員會考慮之因素包括可資比較公司支付之薪金、
各董事付出之時間及所負職責，本集團其他職位之僱用條件，以及是否適宜推出與業
績掛鈎之薪酬等。

提名及企業管治委員會

於二零一四年二月十一日，董事會議決成立提名及企業管治委員會，取代本公司先前遵
照守則條文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成立之提名委員會。提名及企業管治委員會包
括執行董事蔣濤博士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胡善聯教授、呂傳真教授及黃嘉慧女士。
蔣濤博士為提名及企業管治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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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及企業管治委員會的主要職責包括但不限於：(i)定期檢討董事會的架構、人數及
構成（包括技能、知識及經驗），並就任何建議變動向董事會提出建議；(ii)物色合資格
擔任董事會成員的人選，並選擇提名董事的人選或向董事會推薦有關人選的選擇；(iii)

就董事委任或續聘及董事（尤其是本公司董事會主席及行政總裁）繼任計劃的有關事
宜向董事會提出建議；及(iv)維持本集團的企業管治及內部控制系統的有效性。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日成立審核委員會，並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28至5.29

條之規定以書面制定其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i)確保本集團之會計及
財務監控充足及有效；(ii)監督內部監控系統及財務申報程序之表現；及(iii)監督財務報
表是否完備及符合法定和上市規定，以及監督外部核數師之獨立性及資格。審核委員
會由三位成員組成，包括黃嘉慧女士、胡善聯教授及呂傳真教授。彼等皆為獨立非執行
董事。審核委員會主席為黃嘉慧女士。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
績，並認為該業績乃按適用之會計準則及規定編製，且已作出充分披露。

承董事會命
華夏醫療集團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
蔣濤

香港，二零一五年八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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