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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48）

二零一七年中期業績

中國華仁醫療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提呈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
核簡要綜合中期業績（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如下：

簡要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121,454 79,847
服務及已售貨品成本 (85,387) (58,628)  

毛利 36,067 21,219
其他收益及虧損 20,686 22,023
分銷成本 (14,142) (8,494)
行政支出 (63,426) (62,605)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
變更 (38,948) (22,590)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更所產生之虧損 – (18,536)
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虧損 (17,061)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減值虧損 11 (51,294) (194,144)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淨額 14 1,975 63,348
議價收購附屬公司之收益 – 46,476
出售聯營公司之收益 25,558 –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1,216 16
應佔合資公司業績 – 65
融資成本 (16,601) (13,088)  

除稅前虧損 (115,970) (166,310)
所得稅開支 4 (200) (94)  

期內虧損 5 (116,170) (166,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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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虧損 (116,170) (166,404)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兌換外國業務之匯兌差異︰
期內產生的匯兌差異 5,025 (667)
關於期內出售的外國業務的重新分類
調整 636 (72,191)  

5,661 (72,858)
重估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收益 11,337 –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虧損），扣除稅項 16,998 (72,858)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99,172) (239,262)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113,802) (157,593)
非控股權益 (2,368) (8,811)  

(116,170) (166,404)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97,083) (229,799)
非控股權益 (2,089) (9,463)  

(99,172) (239,26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港仙） 7 (1.75) (5.36)

  

隨附註組成該等簡要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其中部份。

簡要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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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要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 57,591 57,462
土地使用權 8 7,970 7,842
投資物業 8 101,000 101,000
商譽 69,010 69,010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9 62,840 72,611
無形資產 8 59,986 60,621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9 91,923 113,944
長期預付款項及按金 1,944 1,944  

452,264 484,434  

流動資產
土地使用權 232 225
存貨 18,527 17,781
應收貿易賬款 10 21,192 25,103
其他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按金 93,593 47,849
可收回稅項 951 1,157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9 64,114 91,095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11 153,449 124,714
現金及銀行結餘 91,498 72,943  

443,556 380,867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資產 – 8,777  

443,556 389,644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2 123,321 96,962
預收款項 58,168 60,808
應付稅項 281 275
借款 222,438 113,600
可換股票據 – 1,990
應付票據 77,700 79,693
承兌票據 14,712 –  

496,620 353,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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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負債）╱資產淨值 (53,064) 36,31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99,200 520,750  

非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 12 15,406 13,821
借款 73,192 69,619
應付債券 53,528 53,734
承兌票據 – 61,383
遞延稅項負債 2,156 2,314  

144,282 200,871  

資產淨值 254,918 319,879
  

資金及儲備
股本 13 3,030,660 3,030,660
儲備 (2,877,345) (2,784,78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53,315 245,877
非控股權益 101,603 74,002  

權益總額 254,918 319,879
  

隨附註組成該等簡要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其中部份。

簡要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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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回顧期」）之未經審核簡要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按
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
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披露規定編製。該等簡要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法編製，
惟若干物業及金融工具按公平值計量。未經審核簡要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以港元呈列，除
非另有指明外，所有金額均整至最接近千元。簡要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未經審核，但已經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未經審核簡要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綜
合財務報表內所採納之相同會計政策編製。

於編製未經審核簡要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時，董事已仔細考慮本集團的未來流動資金，儘
管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虧損約港幣116.2百萬元，以及於該
日，本公司的流動負債超過其流動資產約港幣53.1百萬元。

董事已作出審慎考慮，並相信本集團擁有充足的財務資源，以應付到期負債。因此，未經
審核簡要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

與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有關而載於本中期報告內作為比較資料
之財務資料，並不構成本公司於該財政年度之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但乃源自該等財
務報表。有關該等法定財務報表之進一步資料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622章）第436條披露
如下：

本公司已根據《公司條例》第662(3)條及附表6第3部向公司註冊處處長送呈截至二零一六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

本公司核數師已就上述財務報表作出審計並發出無保留意見之審計報告。獨立審計報告
中並無提述任何核數師在不作保留意見之情況下，以注意事項的方式敬希垂注的事宜；
亦未載有《公司條例》第 406(2)、407(2)或 (3)條（或前身《公司條例》（第32章）第141條所載的相
同規定）所指的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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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變動

本集團於本期間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於本集團自二零一七年一月一
日起財政期間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詮釋，現概述如下：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計劃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就未變現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董事認為應用以上新訂或經修訂之準則及詮釋對本集團本期間及之前期間的財務表現
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3. 收益及分類資料

向本公司執行董事（即主要營運決策人）所匯報的資料，其目的是根據已交付或提供的貨
品或服務類型進行資源分配及分類業績評估。

具體而言，本集團可呈報及經營分類如下：

(i) 運動及健康業務 －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經營連鎖運動及保健會所。

(ii) 醫療及健康生活業務 － 於香港經營眼鏡產品及眼睛護理服務零售店（「眼睛
護理業務」）；

－ 於香港提供婦產科服務（「婦產科業務」）；
－ 於香港提供醫學實驗室檢測業務及健康檢查業務（「醫

學實驗室檢測業務」）；及
－ 於中國及香港製造及銷售醫藥及保健相關產品（「醫

藥製造業務」）。

(iii) 資產管理業務 － 金融╱固定╱不良資產投資及貸款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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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收益及業績

以下為本集團按報告分類列示之收益及業績分析：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運動及
健康業務

醫療及健康
生活業務 資產管理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類收益
對外銷售 37,728 83,726 – 121,454

      

分類收益 37,728 83,726 – 121,454
      

分類業績 (406) (7,334) (91,233) (98,973)     

對賬：  
其他收益及虧損 15,405
中央行政費用 (44,550)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淨額 1,975
出售聯營公司之收益 25,558
聯營公司業績份額 1,216
融資成本 (16,601) 

除稅前虧損 (115,970)
所得稅 (200) 

期內虧損 (116,170)
 

於回顧期（未經審核）

運動及
健康業務

醫療及健康
生活業務 資產管理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類收益
對外銷售 55,577 24,185 85 79,847

    

分類收益 55,577 24,185 85 79,847
    

分類業績 2,538 (10,572) (224,715) (232,749)   

對賬：  
其他收益及虧損 2,894
中央行政費用 (33,272)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淨額 63,348
議價收購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46,476
聯營公司業績份額 16
一間合資公司業績份額 65
融資成本 (13,088) 

除稅前虧損 (166,310)
所得稅 (94) 

期內虧損 (166,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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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資產及負債

以下為本集團按報告分類列示之資產及負債分析：

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運動及
健康業務

醫療及健康
生活業務 資產管理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類資產 91,241 243,797 388,297 723,335

未分配 172,485 

綜合資產 895,820
 

分類負債 91,156 47,427 31,876 170,459

未分配 470,443 

綜合負債 640,902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運動及
健康業務

醫療及健康
生活業務 資產管理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類資產 92,853 260,572 347,957 701,382

未分配 172,696 

綜合資產 874,078
 

分類負債 93,803 45,390 4,916 144,109

未分配 410,090 

綜合負債 554,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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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資料

本集團於香港、中國、亞洲及歐洲經營業務。

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按客戶地點詳述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中國 42,045 56,317

香港 52,858 23,530

亞洲（不包括中國及香港） 21,894 –

歐洲 4,657 –  

121,454 79,847
  

4.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358 43

中國企業所得稅 – 125  

358 168

遞延稅項 (158) (74)  

期內稅項支出 200 94
  

於回顧期內，香港利得稅按稅率16.5%就於香港產生的估計應課稅溢利計算。由於本集團
於過往期間並無源自香港之應課稅溢利，故此並無就該期間的香港稅項作出撥備。其他
地方應課稅溢利之稅項則根據現有法例、詮釋及與之有關之慣例，按本集團經營所在司
法權區之通行稅率計算。於兩個期間內，中國企業所得稅適用稅率為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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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期內虧損

期內虧損已扣除╱（計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956 3,136

土地使用權攤銷 114 39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854 676  

折舊及攤銷總額 4,924 3,851

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 42,403 11,679

收購附屬公司產生之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之 

收益（已包括在其他收益及虧損內） – 11,214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虧損淨額 16,310 17,663

出售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虧損 22,638 4,927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更 38,948 22,590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虧損 – 18,536

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虧損 17,061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減值虧損 51,294 194,144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淨額 (1,975) (63,348)

議價收購附屬公司之收益 – (46,476)

出售聯營公司之收益 (25,558) –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1,216) (16)

分佔合資公司業績 – (65)

以下利息：
－來自一間前中介控股公司及一間前同系附屬公司毋

須於五年內全部償還之借款 633 906

－銀行貸款 687 746

－來自金融機構之貸款 6,357 5,853

－承兌票據 2,377 15

－應付債券 6,450 5,022

－可換股票據 50 63

－其他借款 47 483  

融資成本總額 16,601 13,088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及其他福利 46,057 45,159

匯兌虧損淨額 3,581 11,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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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任何股息。

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虧損 (113,802) (157,593)
  

股份數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股 千股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攤薄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附註） 6,520,737 2,938,558
  

附註：	 計算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每股攤薄虧損時，並
無計及未轉換可換股票據、未行使購股權及未行使非上市認股權證的影響，因
該等項目對本公司於期內的每股基本虧損具有反攤薄效應。

8. 物業、廠房及設備、投資物業、土地使用權及無形資產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總成本為約4.8百萬港元（過往期間：約46.3

百萬港元）。

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概無添置或出售投資物業。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概無添置或出售土地使用權。於過往期間，
已收購8.7百萬港元之土地使用權及出售3.6百萬港元之土地使用權。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概無添置或出售其他無形資產。於過往期
間，已收購無形資產52.6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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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於二零一七年 於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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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包括：
上市投資－於香港上市之股本證券（附註1） 64,114 91,095

非上市投資，按成本值（附註2） 91,923 113,944  

156,037 205,039
  

就呈報分析如下：
流動資產 64,114 91,095

非流動資產 91,923 113,944  

156,037 205,039
  

附註：

1. 結餘指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應佔於聯交所上市公司之投資，主要包括
本集團於以下公司之投資：(i)同仁資源有限公司（「同仁資源」）投資港幣25.6百萬元；
(ii)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新銳醫藥國
際控股有限公司（「新銳醫藥」）投資港幣23.7百萬元；及 (iii)其他聯交所上市公司。於回
顧期內，本集團之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錄得 (i)減值虧損港幣51.3百萬元（其中港幣36.4

百萬元乃歸因於同仁資源之股價下跌）已計入本集團之綜合損益賬；及 (ii)收益港幣
11.4百萬元（乃歸因於本集團於新銳醫藥之投資）已計入本集團之投資重估儲備。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概無就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上市投資錄得任何已變現收益╱虧
損，亦無接獲任何股息。

2. 結餘指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非上市投資，主要包括 (i)本集團投資於
一間醫院項目公司之權益為港幣61.8百萬元及其他資產（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港幣88.8百萬元）；(ii)銳康集團投資於一間合約醫療計劃提供商之權益為港幣
19.4百萬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19.4百萬元）；以及 (iii)本集團投資於
一間眼科醫療服務的供應商。於回顧期內，本集團已出售了該醫院項目公司部份之
股權，並錄得出售虧損港幣17.1百萬元。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概無就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非上市投資錄得任何已變現收益╱
虧損，亦無接獲任何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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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貿易賬款

於二零一七年 於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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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收貿易賬款 26,050 29,814

減：減值撥備 (4,858) (4,711)  

應收貿易賬款（淨額） 21,192 25,103
  

以下為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的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

於二零一七年 於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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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至180日 14,781 21,211

181–365日 3,773 1,630

365日以上 2,638 2,262  

21,192 25,103
  

11.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本集團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指於聯交所上市公司之投資，主要包括主要從事保
健及金融服務行業之公司（包括康健國際醫療集團有限公司及新銳醫藥分別1.27%及6.19%

之已發行股份）。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因公平值變動而出
現的虧損為港幣38.9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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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貿易賬款 12,426 13,321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項目 42,810 56,481

就銳康出售事項應收按金 50,000 –

應付附屬公司之非控股股東款項 33,491 27,105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 4,801

基金表現費回補撥備 – 8,915

長期服務金撥備 – 160  

138,727 110,783

減：非流動部分 (15,406) (13,821)  

123,321 96,962
  

下列為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日以內 5,439 6,896

31至60日 2,317 1,783

61至90日 1,394 1,045

90日以上 3,276 3,597  

12,426 13,321
  

13.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千股 港幣千元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經審核）及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
日（未經審核） 6,520,737 3,030,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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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淨額

(a) 出售於銳康的11%股權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完成出售於銳康藥業集團投資有限公司（「銳康」，連同其附屬公
司統稱為「銳康集團」）之11%股權後，本集團於銳康於股權由62.5%減至51.5%（銳康仍
為本集團附屬公司）。總額港幣3.6百萬元包括 (i)港幣3.0百萬元（即代價港幣33.3百萬
元與已確認非控股權益港幣29.7百萬元之差額）；及 (ii)港幣0.6百萬元（即非控股權益
之匯兌儲備）已於權益扣除。

(b) 出售富積集團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日，本公司一間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作為賣方 )與獨立第三方
(作為買方 ) 訂立買賣協議，以出售富積投資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統稱為「富積集
團」)的全部股權，現金代價為港幣12.7百萬元。有關買賣協議於同日完成。

富積集團於本集團失去對其控制權當日 (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日 )的資產淨值分
析如下：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物業、廠房及設備 221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66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528 

總資產 13,412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4,839 

總負債 4,839 

所出售淨資產 8,573
 

截至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代價 12,700

出售時撥回之匯兌差額 (1,728)

減：所出售淨資產 (8,573) 

出售富積集團的收益 2,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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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出售樂康達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一日，銳康一間直接全資附屬公司（作為賣方）與一名獨立第三方
（作為買方）訂立一份買賣協議，以出售其於樂康達藥業有限公司（「樂康達」）的全部
股權，現金代價為港幣50,000元。樂康達出售事項已於同日完成，本集團錄得出售收
益港幣74,000元。

(d) 出售合景

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七日，銳康一間全資附屬公司（作為賣方）與一名獨立第三
方（作為買方）訂立一份買賣協議，內容有關出售其於合景國際有限公司（「合景」）之
全部股權，及轉讓相關股東貸款，代價為港幣10.0百萬元。合景為投資公司，於一間
在中國從事放債業務的公司持有少數權益。合景出售事項已於二零一七年二月完
成，本集團錄得出售虧損港幣498,000百萬元。

15. 比較財務資料

若干比較資料已重列，以切合回顧期的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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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回顧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繼續優化其業務組合，以成為策略性保健平台。

收購新華通訊頻媒控股有限公司（「新華通訊頻媒」）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本集團提出自願有條件證券交換要約（「新華股份要約」）
以收購新華通訊頻媒所有已發行股份，新華通訊頻媒為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公司，主要從事提供 (i)清潔及相關服務；(ii)公共信息
傳播及電視屏幕廣告服務；及 (iii)醫院醫療廢物處理服務。新華通訊頻媒的主
要股東為中國國有新聞社新華通訊社亞太總分社，並在中國及全球各地設有
逾100間社分社，目前定位為一帶一路建設作記錄員、宣傳及參與人員。本集團
計劃為，本集團不單可分散其業務組合，同時亦能夠與新華通訊社建立戰略關
係，以借助其全球網絡，通過與新華通訊頻媒參與及宣傳一帶一路發掘更多商
機。然而，有關新華股份要約決議案於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九日召開的股東特別
大會上被本公司當時股東否決。

出售銳康藥業集團投資有限公司（「銳康」）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本公司與一名投資者訂立一份買賣協議，以代價港幣207.1

百萬元出售其於銳康的全部51.5%權益（「銳康出售事項」），銳康為聯交所創業
板上市公司，主要從事醫學實驗測試業務及醫藥製造業務。該名投資者提供之
代價分別為溢價逾2%銳康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淨值及當時股
價之50%。根據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銳康集團的財務資料，
估計本集團將錄得收益約港幣62.9百萬元。銳康出售事項隨後已於二零一七年
七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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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回顧

概覽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包括 (i)運動及健康業務；(ii)醫療及健康生活業務，包括眼睛
護理業務、婦產科業務、醫學實驗室檢測業務及醫藥製造業務；及 (iii)資產管理
業務。

收益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之收益增加52.1%至港幣121.5百萬元（過往期間：港幣79.8百
萬元），乃由於以下各項之綜合影響：(i)確認婦產科業務、醫學實驗室檢測業務
及醫藥製造業務之全期財務業績；及 (ii)於二零一六年關閉若干運動及保健會
所導致醫療及健康生活業務之收益減少 32.1%。

毛利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之毛利增加70.0%至港幣36.1百萬元（過往期間：港幣21.2百
萬元）。期內毛利增加乃由於納入婦產科業務、醫學實驗室檢測業務及醫藥製
造業務之全財務業績，但被上文所述原因導致運動及健康業務的毛利減少所
抵銷。本集團之毛利率增加至29.7%（過往期間：26.6%）。毛利率增加主要由於
回顧期內利潤率較低之醫療及健康生活業務在本集團之整體收益組成佔比較
少。

期內虧損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錄得淨虧損港幣116.2百萬元（過往期間：港幣166.4百萬元），
主要由於根據香港會計準則就上市投資未變現虧損港幣90.2百萬元。然而，上
述未變現虧損（主要因同仁資源有限公司（「同仁資源」）及新銳醫藥國際控股有
限公司（「新銳醫藥」））股價變動之綜合影響所致）屬非現金性質，預期不會對本
集團之經營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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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分類回顧

運動及健康業務分類

由於二零一六年關閉若干表現遜色的運動及健康會所，於回顧期內，運動及健
康業務之收益減少32.1%至港幣37.7百萬元（過往期間：港幣55.6百萬元），分類
業績由去年同期的分類溢利港幣2.5百萬元轉為回顧期的分類虧損港幣0.4百萬
元。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運動及健康會所會員數目進一步跌至約 18,000

人（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3,000人）。本集團正考慮不同的重組計劃，以
捕捉市場走勢，並改善運動及健康業務的盈利能力。

醫療及健康生活業務分類

眼睛護理業務

於回顧期內，雖然眼睛護理業務之收益略為增加 5%至港幣18.6百萬元（過往期
間：港幣17.6百萬元），及毛利率能夠維持與過往期間之水平相若，但固定成本
（如租金及員工開支）持續對眼睛護理業務的盈利造成不利影響，導致於回顧期
內錄得淨虧損港幣3.1百萬元。於回顧間內，兩間新店開張，其對此業務分線之
貢獻預期將於下半年逐漸反映出來。同時，本集團將繼續設計方案提升此業務
支線的財務表現，包括與一間本集團作出策略性投資之香港眼科醫療服務領
先供應商合作。

婦產科業務

於回顧期內，婦產科業務錄得收益港幣5.1百萬元。隨著二零一七年六月底擴展
診所業務以提供多個專科診所服務（包括日間手術操作）及於菲律賓共和國成
立新人工受孕中心（預期將於今年年底投入運作），預計該業務支線將為本集團
貢獻更多收益及溢利。

醫學實驗室檢測業務及醫藥製造業務

於回顧期內，醫學實驗室檢測業務及醫藥製造業務為本集團貢獻收益合共港
幣60.0百萬元。然而，由於醫學實驗室檢測業務及醫藥製造業務經營所在市場
的競爭加劇，此兩條業務支線合併虧損港幣5.9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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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管理分類

金融╱固定╱不良資產投資

本集團於香港之資產管理分類涉及金融╱固定╱不良資產投資。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資產管理分類的資產總值為港幣388.3百萬元（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348.0百萬元）。於回顧期內，本集團 (i)參與新銳醫藥全部
供股，為數港幣 28.4百萬元，以維持其8.25%股權，及 (ii)將其於同仁資源之股權
增加至26.58%。本集團將繼續監視該業務分部表現，並不時檢討其投資組合。

貸款融資

本集團持有放債人條例（香港法例第 163章）下的放債人牌照。本集團將會留意
及把握能提高貸款融資業務之能力及可持續性之金融服務及產品平台的商機。

報告期後事項

於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九日本公司召開的股東特別大會，本公司當時股東否決
新華股份要約的決議案。

銳康出售事項隨後已於二零一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完成。

前景

展望未來，本集團將保持審慎，繼續審視其業務的表現及發展策略，透過合併、
收購、撤資及整合的方式精簡其業務組合。本集團亦將構思策略，以提升本集
團的財務狀況，適時把握可得的債務╱股本集資機遇，以發展業務，並對保健
及其他業務界別的潛在商機作出投資，以增強自身競爭力及分散風險。

集資活動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並無進行任何集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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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回顧期內，因經營活動現金流入淨額為港幣14.0百萬元（過往期間：現金流出
淨額為港幣98.3百萬元），投資活動的現金流出淨額為港幣42.9百萬元（過往期
間：現金流出淨額為港幣20.1百萬元），而融資活動流入現金淨額為港幣47.5百
萬元（過往期間：現金流入淨額港幣131.5百萬元），本集團錄得現金流入淨額港
幣18.6百萬元（過往期間：現金流入淨額港幣 13.1百萬元）。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銀行結餘為港幣91.5百萬元（二零
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72.9百萬元），其中港幣64.6百萬元歸屬於銳康（二
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34.7百萬元）。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借款總額為港幣441.6百萬元（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380.0百萬元），包括借款港幣 295.7百萬元（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183.2百萬元）及可換股證券港幣零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港幣2.0百萬元）及應付債券╱票據港幣 145.9百萬元（二零一六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港幣194.8百萬元）。該等借款主要以港幣及日圓計值，並將由內部
產生的資金償還或於到期時藉借入新貸款延展。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產淨值（包括非控股權益）為港幣254.9百
萬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319.9百萬元），流動資金比率（以本集團
流動資產對流動負債的比率計算）為0.9倍（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倍），
其資產負債比率（以本集團的借款總額對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的比率計算）
為288.0%（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54.5% ）。考慮到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的流動負債淨額狀況及資產負債比率重大增幅（自二零一六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起），董事認同本集團核數師觀點，認為本集團應適時把握合適集
資機會以降低其短期借貸及負債。

匯率波動風險

本集團之經營現金流量主要以人民幣及港幣計值，資產則大部份以人民幣及
港幣計值，以及負債主要以港幣及日圓計值。於回顧期內本集團錄得貨幣匯兌
虧損港幣 3.6百萬元，此乃主要源自近期日圓升值。本集團將繼續監察有關情
況，並於適當時候考慮通過外部集資減低日圓債務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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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資產之抵押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賬面值港幣101.0百萬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港幣101.0百萬元）之物業及賬面值港幣14.7百萬元（二零一六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港幣14.9百萬元）之香港租賃土地及樓宇已作抵押，以擔保港幣51.5

百萬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54.8百萬元）之借貸。

或然事項

於本集團於回顧期之未經審核簡要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不需要就或然事項計提
撥備。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僱員總數為928名。本集團根據僱員的表
現、工作經驗及現行市價釐定僱員之薪酬。其他僱員福利包括退休福利、保險
及醫療保險、培訓課程及購股權計劃。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股
份。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致力達致及維持高水平的企業管治。於回顧期內，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
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所有守則條文，
惟守則條文A.4.1條除外，該條規定非執行董事的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須接受
重新選舉。現有之非執行董事均無指定任期。此乃構成偏離企業管治守則。然
而，根據本公司章程細則之規定，全體非執行董事須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輪流退
任。因此，董事會認為已採取足夠措施，確保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不遜於《企
業管治守則》所規定者。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與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慣例，以及
本集團於回顧期之未經審核簡要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並與管理層討論相關審
核、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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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標準守則》，作為本身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本公司已
向全體董事作出查詢後，而他們各自均已確認其於回顧期內已遵守《標準守則》
所載之標準規定。

中期報告

本公司將切實可行情況下儘快向股東寄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之中期報告，並在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 (www.hkexnews.hk)及本公
司網站 (www.chinawahyan.com)刊登該報告。

承董事會命
中國華仁醫療有限公司

主席
陳嘉忠

香港，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分別為陳嘉忠先生、張衛軍先生及
王建國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陳貽平先生、胡雪珍女士及林
振豪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