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山 東 威 高 集 團 醫 用 高 分 子 製 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Shandong Weigao Group Medical Polymer Company Limited *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199）

截 至 二 零 零 四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三 個 月 之

季 度 業 績 公 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的特色

創業板乃為帶有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尤其在創業板上市的公司毋須有

過往溢利紀錄，亦毋須預測未來溢利。此外，在創業板上市的公司可因其新興性質及該等

公司經營業務的行業或國家而帶有風險。有意投資的人士應瞭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

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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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的性質使然，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的證券承

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創業板所發布資料的主要方法為在聯交所為創業板而設的互聯網網頁刊登。創業板上市公

司毋須在憲報指定報章刊登付款公佈披露資料。因此，有意投資的人士應注意彼等需閱覽

創業板網頁，以便取得創業板上市發行人的最新資料。

聯交所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會就因本公佈全部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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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佈（山東威高集團醫用高分子製品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董事（「董事」）願共同及個

別對此負全責）乃遵照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的規定而提供有關本

公司的資料。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1)本公佈所載資料在

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成份；(2)並無遺漏任何事實致使本公佈所載任何聲

明產生誤導；及(3)本公佈內表達的一切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方行作出，並以公平合理

的基準和假設為依據。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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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七日成功在聯交所創業板上市，合共發行264,500,000股每

股面值0.1元人民幣的H股，籌資淨額為人民幣153,515,000元。

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錄得營業額達

人民幣81,708,000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15.6%。純利人民幣12,155,000元，較去年同期

增加約33.79%。

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每股盈利為人民幣0.018元。

本季度，預充式注射器、輸血耗材及針製品三個投資專案進展順利，設備引進工作均已

開始，在投資專案上的投資支出總額已達人民幣21,889,000元；

新客戶開發取得顯著進展，本季度新增客戶271家，其中包括醫院92家，血站56家，於二

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客戶總數達至3,970家；

研發專案進展順利，新取得產品註冊證2種；在研發上的支出總額為人民幣1,617,000元；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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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業績

董事會欣然宣佈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

同二零零三年同期比較數字如下：

未經審核

截止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2 81,708 70,666

銷售成本 (48,437) (42,066)

毛利 33,271 28,600

其他經營收入 2,019 931

分銷成本 (12,457) (11,689)

行政開支 (5,705) (5,126)

經營溢利 4 17,128 12,716

融資成本 5 (3,588) (2,311)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虧損 (58) (57)

除稅前溢利 13,482 10,348

稅項 6 (1,131) (702)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 12,351 9,646

少數股東權益 (196) (561)

股東應佔溢利 12,155 9,085

股息 7 0 0

每股盈利 8 人民幣0.018元 人民幣0.0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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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主要會計政策及呈報基準

山東威高集團醫用高分子製品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為經山東省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魯體改函字[2000]

第39號文件批准，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中國山東省註冊成立的股份責任公司。公司主要從事

一、二、三類醫用高分子材料及製品、塑膠製品（不含農膜）的生產、銷售。本公司H股自二零零四年二月

二十七日於創業板成功上市。

本公司之附屬公司威海潔瑞醫用製品有限公司[潔瑞附屬公司]，系由威海市醫用高分子有限公司（威高控

股前身）與威海潔瑞醫藥有限公司投資設立。公司成立於1999年1月22日。1999年2月11日經山東省民政廳

魯民函[1999]25號文《關於確認威海潔瑞醫用製品有限公司為社會福利企業的批復》的確認，潔瑞附屬公司

被確認為社會福利企業並領取了《社會福利企業證書》。潔瑞附屬公司的經營範圍包括輸液製品、化驗器

械、醫用袋類製品、醫用塑膠製品、醫用塑膠原料、醫用敷料、無菌注射針、包裝材料、心電圖紙的生產

和銷售。潔瑞附屬公司目前的主要產品包括醫用PVC粒料，一次性醫療器械包裝用塑膠袋和紙箱等。於

2002年4月19日和2003年6月20日，本公司分別收購潔瑞附屬公司90%和6%的股權，截至2004年3月31日

止，本公司控制潔瑞附屬公司96%的股權。

該等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普遍採納之會計原則、香港會計實務準則，以及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規定編製，

並按照歷史成本編製。

2. 營業額

營業額指期內集團向外部客戶出售貨品的已收及應收賬款減銷售稅及銷售退貨。

3. 分部資料

集團業務只從事提供及出售一次性無菌高分子醫用產品及僅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經營業務。集團所

有重大可辨認資產位於中國大陸。因此，沒有提供分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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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溢利

經營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止三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壞賬撥備 463 358

折舊與攤銷 3,279 2,682

經營租賃費用支出 437 440

研究與開發支出 1,617 1,307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薪酬）

　退休福利供款計劃 1,746 1,671

　工資及薪金 7,178 6,868

員工成本合計 8,924 8,539

出售財產及設備收益 (8) 0

利息收入 (20) (1)

增值稅返還 (1,931) (767)

5. 融資成本

截至二零零四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融資成本為人民幣3,588,000元（二零零三年：人民幣2,311,000元），

主要包括銀行及其他借款的利息支出。較二零零三年同期增加了55.25%，主要由於本期初貸款餘額增加所

致。

6. 稅項

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所得稅支出總額為人民幣1,131,000元（二零零三年：人民幣

702,000元）。本公司已被確認為高新技術企業。根據《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有關企業所得稅若干優惠政策

的通知》，本公司須按15%的稅率繳納所得稅（二零零三年：15%）。

根據山東省民政廳發出的《關於確認威海潔瑞醫用製品有限公司為社會福利企業的批復》，威海瑞潔醫用制

品有限公司享受社會福利企業的相關稅收優惠，免徵上一年度的企業所得稅。

7.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股息（二零零三年：無）。

8. 每股盈利

每股盈利根據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股東應佔純利人民幣12,155,000元（二零零三年：人民

幣9,085,000元），及加權平均總股數688,166,667股（二零零三年：600,000,000股）計算。

為計算每股盈利，普通股的平均數已按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八日的股份分拆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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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備變動

法定盈餘 法定

股份溢價 公積金 公益金 保留盈利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集團

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 10,821 5,410 79,232 95,463

本期淨利潤 12,155 12,155

發行股票產生的溢價 127,065 127,065

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127,065 10,821 5,410 91,387 234,683

本公司

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 10,821 5,410 40,728 56,959

本期淨利潤 6,411 6,411

發行股票產生的溢價 127,065 127,065

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127,065 10,821 5,410 47,139 190,435

根據中國的法律及條例，本公司可供分派的利潤，以按照中國會計準則及條例與按照香港

公認會計準則所報列金額中的較低者為基準，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可供股東分

配的利潤為人民幣47,139,000元。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企業發展

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集團的營業總額及純利分別約為人民幣

81,708,000元及人民幣12,515,000元，較2003年度分別增長15.6%和33.79%。

根據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四日與一名第三者系統供應商訂立的企業資源規劃協

定，於本年度三月份開始實施第二期，即人力資源管理和辦公系統自動化，預計該專案將

在本年度七月份全面運行。該專案的實施將進一步理順公司的管理流程和績效考評體系，

提升管理效率。

本集團投資人民幣400萬元與一獨立第三方共同投資設立的生產藥物塗層心臟支架的合資公

司，於三月份正式投產，產品投放市場後反映熱烈，已經出口印度、新加坡等國家，該產

品國內市場取證工作正在進行中。藥物塗層心臟支架的投產進一步增加了公司在高端產品

市場的競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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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成立了投資專案督導組，監控投資專案的進度，目前輸血耗材、預充式注射器的設備

引進合同已經簽訂，針製品的二期設備選型已經完成，合同正在談判中。截至二零零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投資專案的支出總額為人民幣21,889,000元。

研究與開發

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集團新增2項專利申請。獲得醫療器械產品註冊

證的新產品為2項。本集團整體在研發上的資金開支為人民幣1,617,000元，佔綜合銷售總額

的1.97%。

生產

於二零零四年二月，紙箱車間改造完成，新增生為面積864平方米，年生產能力達到生產紙

板1000萬平方米。該生產線的改造完成，進一步提升了集團的垂直整合生產能力，提高了

產品包裝質量。

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集團六類產品的產量及與二零零三年同期比較

的相對增幅如下：

(1) 約39,143,000套一次性使用無菌輸液（血）器，增加3.8%；

(2) 約2,518,000套一次使用無菌輸血產品，增加3.4%；

(3) 約56,984,000套一次性使用無菌注射器，增加5.7%；

(4) 約294,000套一次性使用無菌齒科器材，增加34.3%；

(5) 約1,705噸PVC粒料，增長46.3%；及

(6) 約37,585,000套其他產品，增加約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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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網路及市場推廣

圍繞集團公司的市場開拓戰略和產品結構調整戰略，集團加大了中國南部和西部市場的開

發力度；利用推介會、展銷會的機會加大了非常規產品的銷售力度，並在銷售人員業績考

核上進行了細化，使得非常規、高附加值產品的銷售取得了明顯成效。

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集團與271名新客戶建立了業務關係，包括92家

醫院、56家血站。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本集團的客戶總數達至3,970名。本季

度，新招聘業務人員28人，銷售與市場推廣隊伍總人數達367人。

人力資源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本公司聘用3962名僱員，依部門分析如下：

部門 僱員人數

研發 88

銷售及市場推廣 367

生產 3221

採購 15

質量控制 35

管理 47

財務及行政 189

總計 3962

除公司秘書為於香港居住外，本集團的所有僱員均位於中國。本期間，集團在員工薪資、

福利、各種基金上的成本總額為人民幣8,924千元。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於本季度維持良好的財務狀況，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現金總額為人

民幣155,106,000元。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季度，本集團經營活動現金流量淨額

為人民幣18,182,000元，現金流量狀況良好。

本季度本集團進行了貸款的調整，通過貸入低利率貸款償還高利率貸款降低了貸款利率的

綜合水平，銀行貸款增至人民幣48,750,000元，本集團償還銀行貸款人民幣74,760,000元，

與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相比較，本集團貸款淨額減少人民幣26,010,000元。截至二零

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短期貸款總額為人民幣61,173,000元，長期貸款總額為人民幣

149,960,000元。

本季度集團整體的利息支出總額為人民幣3,58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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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負債率

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即總借款與總資本的比例為0.66（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53），該比率的下降主要由於本集團上市籌資和盈利儲備的增加所致。

或有負債

本集團在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不存在重大的或有負債。

資本承諾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經簽約但尚未於會計報表中確認的購建資產之資本

承諾總額為人民幣37,366,000元，上述款項本集團將用上市募集資金和自有資金支付。

未來展望

本集團在本年度第一季業務表現理想，各項工作進展順利，實現了銷售和盈利的同步大幅

增長，展望未來，我們應加倍工作，創造更好的效益。

1. 集中全力確保預充式注射器、高檔輸血耗材、各類針製品生產設備的按時引進工作，並

爭取提前形成生產能力；

2. 利用春季醫療器械博覽會和公司上市的機會，加大公司品牌的宣傳力度，擴大銷售網

路，增加客戶群體；

3. 加快在研新產品的中試和取證工作，爭取照計劃提前投放市場；

4. 明確責任，加快辦公系統自動化和人力資源管理的實施進度，進一步理順管理流程，提

升管理效率；加強員工隊伍引進和培訓工作，增強員工的凝聚力和使命感，為集團的發

展奠定人力資源基礎。

5. 進一步深化內部管理，推行精益管理，細化成本、費用控制，有效提高本集團的獲利能

力，推動集團的可持續發展。

保薦人權益

根據本公司與寶來證券（香港）有限公司（「保薦人」）於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九日訂立的協

定，保薦人將於截止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餘下的期間及其後兩個財政年

度出任本公司的保留保薦人。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除上文所披露者外，保薦人及其董事或僱員或聯繫人士如創

業板上市規則第6.35條概無擁有本公司股本的任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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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證券

自本公司H股於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七日開始在創業板買賣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任何上市股份。

企業管治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於期內已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28至5.39條所述董事會實務及程式標

準。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23及5.24條的規定而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一日成立審核委員

會（「委員會」），並書面界定其職權。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審核及監督本公司的財務申報及

內部控制系統。委員會由獨立非執行董事石桓先生、欒建平先生及非執行董事周淑華女士

組成。

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季度的財務報表經由委員會審核，而委員會認為有

關財務報表乃遵守適用的會計準則、聯交所及其他法律規定編製，並已作出充分披露。

優先購買權

根據本公司章程細則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概無優先購買權之規定須向本公司現有股東

按比例發售新股份。

利益衝突

本公司的董事、管理層股東（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定義）或其各自之聯繫人概無在與本集團

業務構成或可能構成競爭，亦無與本集團有任何其他利益衝突。

代表董事會

山東威高集團醫用高分子製品股份有限公司

陳學利

董事長

中國　山東　威海

二零零四年五月八日

本公告將於刊發日期起最少七日內在創業板網站「最新公司公告」一欄內刊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