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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概要

Sisram Medical Ltd     2018中期報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經營業績

收益 78,155 66,288 58,725

毛利 41,859 36,087 30,493

除稅前溢利 13,642 10,656 8,324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11,254 7,818 5,701

盈利能力

毛利率 53.6% 54.4% 51.9%

純利率 14.4% 11.8% 10.5%

    

於 於 於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資產

資產總值 350,935 346,615 279,161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303,736 292,976 40,486

總債務 47,199 53,639 238,675

現金及銀行結餘 98,431 104,137 41,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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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書

迎向璀璨的未來

Sisram Medical Ltd     2018中期報告

本人對能夠與 閣下及現有及潛在持份者分享本公司業績亮麗的中期報告感到欣喜。Sisram Medical Ltd（「Sisram」）另

一個豐碩的報告期已完結，期內展現了穩定並讓我們喜出望外的增長。與去年同期比較，於本年度上半年，我們的銷

售及盈利能力均有所上升。

我們的收益增加17.9%至78.2百萬美元，而我們的盈利能力持續向上，經調整純利為15.3百萬美元，按
年增長15.2%。

醫療科技行業是一顆耀眼明星，在收益及投資兩方面均錄得驚人的正面趨勢。本年度，全球醫療科技行業錄得3,644億

美元收益，是自二零零八年爆發全球金融風暴以來的最高年度增幅。總體而言，於二零一六年，美國及歐洲的醫療科

技公司的營業額上升了5%，而利潤總額則增加17%（安永 | Pulse of the industry（二零一七年））。儘管醫療器械分部市況

興旺及預期於二零二四年超逾170億美元 (Global Market Insights report（全球市場觀察報告）（二零一八年六月）），市場

的重要趨勢及機制使整個醫療科技行業留意市場走向。消費者集中度分散是其一個趨勢（PharmaPhorum）。

健康業的發展已經歷了三個演變時期；首先是手術及綜合協作網絡 (integrated delivery networks) (IDNs)為目標客戶，其

次是付款人及保險公司為目標受眾。我們現時踏入了第三個浪潮－消費者時期。利用網上購物及在手上的最新醫療保

健配件及應用程式，科技興起已將人類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並監控他們的健康。患者賦權致力於未來革新。預期將會有

愈來愈多附帶服務及解決方案的以產品為中心的醫療科技革新，使能夠現提供患者參與、遙距監控及更多鎖定目標的

上門護理服務，從而創造出新的業務模式。為緊貼這趨勢，Sisram已經及正將其大部分營銷資源投放於直接面向消費

者的活動，以提高品牌知名度、自下而上的需求及令全球消費者加深對品牌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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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書

迎向這璀璨的未來，復星醫藥將醫療科技行業視為主要增長火車頭及其業務經營的重要支柱，支持其將業務範圍拓

展至製藥以外的領域。復星醫藥為堅持改善人類健康的使命而努力工作，業務範圍涵蓋醫療保健行業鏈的所有重要

部分，包括製藥及研發、醫療保健服務、醫療器械及醫療診斷，以及藥物分銷及零售。Sisram Medical作為復星醫

藥的醫療科技支柱，依循「4IN」策略（即創新（Innovation）、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整合（Integration）、智能化

（Intelligentization））的指引，實行集團的「內生增長、外部擴展及整合發展」發展模式，致力成為全球醫療科技市場上的

頂尖企業。

本人有信心，復星醫藥的財務、監管及醫療保健實力所帶來的好處，連同Sisram穩固的全球地位及將西方精萃融入東

方的經驗及知識之間所產生的協同效應，可望即將於本公司的成果中顯現。

致謝：

最後，本人藉此機會感謝我們的客戶及關鍵意見領袖、股東、合作夥伴、供應商及我們的員工對本公司取得成就以及

實現我們的未來目標所作出的貢獻。

期待二零一八年再創佳績。

劉毅，主席 
復星醫藥副總裁、復星醫藥醫療技術管理委員會首席技術官兼聯席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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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東部地區

市場邁進

首席執行官報告書

Sisram Medical Ltd     2018中期報告

我們在亞太地區普遍擁有牢固聯繫是眾所周知的事情，特別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擁有牢固聯繫。這起源於我們由復星醫

藥註冊成立，復星醫藥是中國其中一家最大規模醫療保健集團公司，復星醫藥領導市場，其所佔市場份額為16％以上，

融合至我們在中國享有的鞏固地位。隨後我們的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且繼續成立我們的新附屬公司－Alma 

Medical Honk-Kong，乃成立以在中國直接經營業務，亦為探索迅速增長的東南亞市場的樞紐。

我們於二零一八年開始時已對發展策略進行改善及微調，使形成內生增長及非內生增長索引，在總體規劃中融入併購

框架及業務發展活動。

內生增長由以下磚塊鋪成：

‧ 我們的人力資源自二零一七年七月以及已增加了10%，我們聘請高級管理層人員及跨職能僱員，壯大我們的隊伍

並實現各種經驗及新增界別。依循我們的「向東部地區市場邁進」策略，自二零一七年七月以來，我們位於印度的

附屬公司的人員數目亦增加32%

‧ 新總部－我們目前正在籌備建設新的生產場所。該生產場所建成後，會將現有的三處獨立設施合併為一個配備最

先進技術的高效率生產場所，佔地6,600平方米－令我們的總建築面積增加68％，生產用樓面面積增加92％；預

計這將會使我們的生產能力提升一倍

‧ 聚焦美國市場－為促進北美地區的持續增長，去年開始增加於銷售及營銷的投資30%。與二零一七年上半年比

較，銷售力量擴大32%及銷量增加12%，足見其投資成效

‧ 探索新技術、適應症及治療方法，增加我們三個產品線的產品種類，同時加入等離子體作為第五種能量源。

‧ 如前文所述，成立在中國直接經營業務的新附屬公司Alma Medical Hong-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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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執行官報告書

非內生增長以以下基石為焦點：

‧ 尋找泌尿科及女性健康領域範疇基於能源的器械製造商

‧ 分銷營運協議—與 IBSA初步在香港、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印度等主要東部地區市場從事注射填充物業務，IBSA是

一家分銷其注射填充物產品線的領先製藥公司。預期此舉將進一步鞏固我們在亞太區作為醫療科技行業領先者的

地位

我們的「向東部地區市場邁進」策略與我們的內生及非內生增長動力共同應用

至一項工作計劃中，旨在透過採用詳細的基於經驗的介紹及經營方法，將

「西部地區最合適的做法套用在東部地區」。

目前，歐洲及北美地區佔我們收益的51.5％（分別為29.2%及22.3%），是收益貢獻的領先國家，其次為中華人民共和

國，佔我們收益的17.8％。我們認為預計中國可在未來五年內取歐洲成為Sisram的最大市場，其收益貢獻佔我們收益

的35％，其次是美國，其收益貢獻佔我們收益的30％至35％。

本人有信心，該全面格局將為我們奠下堅實基礎，我們因而能夠在未來數年繼續保持增長及取得佳績。

在我們的整個業務進程中，我們需要不斷應對充滿挑戰的行業環境、對公司業務焦點進行調整、業務經營實現全球

化，並使我們的業務目標與品牌訊息一致。作為我們不斷適應及改進過程的一環，我們於二零一八年上半年致力於重

新建立品牌過程，使我們更加接近終端用戶並提升我們的全球品牌知名度及地位。我們於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二日在全

球推出我們的新品牌，並且對來自全球合作夥伴而言極具吸引力。

在產品方面，我們意識到女性醫療保健療法的重要性及營銷潛力。作為業內首家利用超卓的二氧化碳激光技術推出全

方位女性醫療保健療法組合的公司，我們的計劃是通過將我們20%以上的營銷預算投放在該市場，藉此提升我們的線

上市場份額（數位營銷）及線下市場份額（舉行額外的展覽會及工作坊），從而保持我們的領先地位及增加我們在全球各

地就該平台作出的銷售及營銷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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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執行官報告書

從地區市場角度而言，市場近期趨勢繼續顯示歐洲市場需求良好，包括預計俄羅斯市場在未來數年內將持續明顯復

甦；這趨勢使我們成為市場領導者。依循於二零一七年年概述的直接對消費者營銷的策略，在位於羅馬及米蘭的兩個

現有中心取得成功後，我們計劃在主要歐洲首都城市開設更多「Alma Care」中心。「Alma Care」中心是醫生、療法提供

者、主要意見領袖及患者的會面地點，他們能夠在該處獲取知識及經驗並實際操作我們的新技術及器械。

一個以消費者為目標的大型營銷活動，涵蓋多個數位營銷渠道、生活時尚雜誌及由著名網誌作者及微網絡意見領袖領

導的特別活動，亦令巴西地區的塑形趨勢有所上升。這種備受矚目的活動佔該國家年度營銷預算的60％，並以令人印

象深刻的Accent Prime系統安裝基礎（我們最先進的塑形平台）為基礎。我們位於印度的附屬公司已完成專業且經驗豐富

銷售團隊的招聘工，該銷售團隊負責應付區內消費者對塑形解決方案日益增加的興趣及需求，這推動力是由於可支配

收入較高的中產階級患者比例越來越高，再加上全球普遍出現體型過胖的情況及轉為追求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所致。

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的同事，感謝員工辛勤工作，以及他們樂意接受改變。本人亦謹此感謝我們的客戶、股東及其他利

益相關者給予的信任及支持。

期待精彩的二零一八年年度報告。

Lior M. Dayan 
首席執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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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1. 業務回顧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的收益較二零一七年同期增加

17.9%，達78.2百萬美元。

‧ 每個地域分部的全球銷售額增加7.8%至

40.3%。

‧ 我們的微創產品線銷售額增加28.3%，在我們

的支柱產品線中錄得最高增長

‧ 服務及其他收入因經常性業務需求強勁而增長

35.3%。

‧ 純利由二零一七年同期的7.8百萬美元增加

43.9%，達11.3百萬美元。

‧ 我們的經調整純利由二零一七年同期的13.3

百萬美元增加15.2%至15.3百萬美元。本集

團於報告期及二零一七年同期的經調整純利率

分別為19.6%及20.1%。

‧ 本集團於報告期及二零一七年同期的純利率分

別為14.4%及11.8%。

‧ 我們擴充業務範圍，建立新直銷業務，旨在覆

蓋額外醫療科技（「醫療科技」）行業分部（如分

銷美容注射材料（「注射劑」））。

‧ 毛利率為53.6%，較二零一七年同期的54.4%

略微下降，乃由於與製造相關的間接成本增

加。

2. 二零一八年上半年的業務回顧

二零一八年開始，我們落實「東行」戰略，利用我

們作為業界領導者的技術及經營優勢，將西方最

佳實踐帶入東方。首先，我們於二零一八年五月在

香港建立直接業務經營，我們的新附屬公司Alma 

Medical HK (Hong-Kong)將發揮紐帶作用，助我們

進軍快速增長的東南亞市場。我們的亞太（不包括中

國）收益於二零一八年上半年增長40.3%。

其次，我們與分銷注射劑產品線的歐洲領先醫藥公

司 IBSA訂立合營企業分銷安排－介入注射劑業務。

該項安排初始階段將在香港、中國及印度等主要東

方地區展開。預期該項運作將進一步鞏固我們在亞

太地區的領先醫療科技企業地位。

我們經過分析全球趨勢及市場機遇確定三個主要「熱

點」，即美體塑形、皮膚科（具體為嫩膚）及女性健

康。

根據Research and Markets的「美體塑形市場：二零

一七年至二零二二年全球行業趨勢、份額、規模、

增長、機遇及預測」(Body Contouring Market: Global 

Industry Trends, Share, Size, Growth, Opportunity 

and Forecast 2017-2022)報告，預期全球美體塑形

市場由二零一六年的53億美元擴大至二零二二年的

80億美元，二零一七年至二零二二年的預計複合年

增長率約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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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面對需求不斷增長，我們已將二零一八年定為「美體

塑形」年，旨在利用其核心競爭力及作為醫療器械

行業為數不多能夠整合複合能源的全球企業之一的

特有地位，在全球範圍內贏得更高地位。Alma近期

於該領域推出超聲波減脂儀「UltraSpeed」；用於減

少面部及局部脂肪及緊緻肌膚的「Small Areas」治療

儀；及用於美體塑形及緊緻肌膚的UniPolarTM射頻

免提儀「Accentuate」，令執業者能夠提供先進有效

的治療，同時提高其臨床投資回報率。所有該等創

新方法均已加入本集團的熱銷美體塑形系統「Accent 

Prime」。

回顧報告期成果，我們發現皮膚科系統需求驟增，

已售數量增加32.8%。皮膚科亦是我們第二大領先

產品線，佔系統銷售總量的三分之一，是我們計劃

透過與第三方合作進一步增強的領域。這與Global 

Market Insights於二零一八年六月的市場預測及趨

勢分析相符，其中指明「英國皮膚科器械市場於二零

一七年的價值為450百萬美元，預計於預測期間會

大幅增長⋯⋯由於護膚治療開支不斷增加及痤瘡與

其他皮膚病患病率不斷上升，預計中國於預測年度

的複合年增長率會超過11%。預計科技進步及對皮

膚問題的重視程度不斷上升會促進業務增長」。

預期於未來幾年會繼續盛行的第三大全球趨勢是

女性健康。根據Medical Insight於二零一七年四

月的「能量源女性駐顏」(Energy-Based Feminine 

Rejuvenation)研究，估計二零一六年全球有5,900

個能量源女性駐顏器械安裝場所。這一數字預期於

二零二一年會上升至約28,000個，估計複合年增長

率為37%，而相應的醫師費用約為20億美元。作

為率先推出能量源女性健康系統 (FemiLift)的公司之

一，我們保持在市場上的領先地位，伴隨我們以提

升療效及擴大其他適應症的治療選擇為目的的臨床

試驗及研究，系統地已售數量同比增加38%。

3. 二零一八年下半年的業務展望

二零一八年下半年，我們將繼續致力於提供以最新

臨床研究及嶄新科技為基礎、模塊化符合成本效益

及高效的系統的使命。我們亦將繼續堅持「改善生活

質素」的企業哲學，並盡力抓緊廣泛美容及手術市場

機遇，落實內生增長的發展策略、向外擴張及綜合

增長，且加大力度收購及整合本地及海外優質美容

及手術生產公司。我們計劃充分開拓全球不斷增加

的美體塑形、皮膚科及女性健康治療需求，進一步

擴大我們的市場份額，並鞏固我們在各地區的地位。

我們計劃專注於以下使命：

‧ 擴大我們在美國的銷售渠道。

‧ 加強我們在印度的美體塑形產品線銷售團隊以

應對不斷增長的需求。

‧ 透過在治療系統中採用雲技術發展分析能力。

‧ 升級德國的現有服務中心並建立新服務中心。

‧ 重新設計及升級生產線，提高效率、擴大產

出，同時加強我們開發及生產高科技產品的能

力及實力。

‧ 開發及擴展微創產品線，以治療目前可在手術

室外進行的其他適應症，作為辦公流程。

‧ 增加臨床研究資金投入。

‧ 提升及拓闊監管合規業務。

‧ 在香港商業推出注射劑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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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財務回顧

於報告期內，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及財務業績概要如下：

收益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收益由66.3百萬美元增至78.2百萬美元，較二零一七年同期增加17.9%。

按主要產品分部劃分的收益

我們的收益來源如下：(i)產品出售；及 (ii)服務及其他。產品出售所得收益為72.0百萬美元，較二零一七年同期

增加16.6%，主要是由於出售無創醫療美容產品的收益不斷增加。服務及其他所得收益為6.2百萬美元，較二零

一七年同期增加35.3%。

下表載列我們截至所示年度止六個月按主要產品線劃分的收益明細及所佔總收益的百分比：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同比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變動%

（千美元，百分比除外）

產品出售：

無創醫療美容：

醫療美容 57,238 73.2% 50,204 75.7% 14.0%

生活美容 5,629 7.2% 4,415 6.7% 27.5%
      

小計 62,867 80.4% 54,619 82.4% 15.1%

微創醫療美容 9,135 11.7% 7,122 10.7% 28.3%
      

72,002 92.1% 61,741 93.1% 16.6%

服務及其他 6,153 7.9% 4,547 6.9% 35.3%
      

總計 78,155 100.0% 66,288 100.0% 17.9%
      

我們絕大部分的收益乃來自我們醫療美容產品線，佔報告期總收益的73.2%。其中包括我們的旗艦無創醫療美容

器械：Soprano、Harmony及Accent系統以及我們的Aesthetic Precision產品線。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來自出售我們醫療美容產品線的收益為57.2百萬美元，較二零一七年同期收益50.2百萬美元增加14.0%，

主要歸因於皮膚科系統。

我們微創醫療美容產品線收益較二零一七年同期的7.1百萬美元增加28.3%，達9.1百萬美元。該增加主要歸因於

FemiLift系統及其相關耗材銷量增加，以及獲得FDA及國家藥監局批准後在北美推出溶脂及移植系統Lipolife。此

FDA批准將使我們可滲透至抽脂市場，並增加在北美的微創醫療產品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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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生活美容產品線收益較二零一七年同期的4.4百萬美元增加27.5%，達5.6百萬美元。該增加主要歸因於我們

近期推出該類別產品後的全球需求不斷增加。

按地域分部劃分的收益

下表載列我們截至所示年度止六個月按地域分部劃分的收益（根據我們直銷客戶及分銷商的位置計量）：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同比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變動%

（千美元，百分比除外）

歐洲 22,805 29.2% 19,156 28.9% 19.0%

北美 17,444 22.3% 15,632 23.6% 11.6%

中國 13,923 17.8% 12,677 19.1% 9.8%

亞太（中國除外） 11,596 14.8% 8,267 12.5% 40.3%

拉丁美洲 8,693 11.1% 7,128 10.8% 22.0%

中東及非洲 3,694 4.8% 3,428 5.1% 7.8%
      

總計 78,155 100.0% 66,288 100.0% 17.9%
      

於報告期內，歐洲、北美及中國佔我們收益的69%。該地域跨度確保我們適當分佈，並能夠緩減任何地域經濟風

險及受惠於全球經濟的興起。

於報告期內，歐洲收益由二零一七年同期的19.2百萬美元增加19.0%至22.8百萬美元。該增加主要是由於歐洲

的需求量大。

於報告期內，北美收益由二零一七年同期的15.6百萬美元增加11.6%至17.4百萬美元。該增加主要是由於不斷

增加對銷售團隊及營銷的投資。

於報告期內，中國收益由二零一七年同期的12.7百萬美元增加9.8%至13.9百萬美元。我們相信，由於市場認可

程度增加，治療流程已受到治療受眾歡迎。我們相信，我們未來幾年的市場份額會增加。

於報告期內，亞太（中國除外）收益由二零一七年同期的8.3百萬美元增加40.3%至11.6百萬美元。該增加主要是

由於在印度的直銷增加88%及在香港的銷售增加。

於報告期內，拉丁美洲收益由二零一七年同期的7.1百萬美元增加22.0%至8.7百萬美元。該增加主要是由於進行

大量消費者定位宣傳（覆蓋數字渠道、生活雜誌及頂級博主與微影響者所主導的特別活動）後，巴西的美體塑形需

求強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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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及毛利率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的毛利由二零一七年同期的36.1百萬美元增加16.0%至41.9百萬美元，乃由於收益增加。

報告期及二零一七年同期的毛利率分別為53.6%及54.4%。該下降是由於生產相關間接成本增加。

銷售及分銷開支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的銷售及分銷開支由二零一七年同期的11.8百萬美元增加33.9%至15.8百萬美元，主要是

由於報告期內銷量增加及市場全面擴張。

行政開支

於報告期，本集團行政開支由二零一七年同期的6.0百萬美元增加14.0%至6.8百萬美元，主要是由於為促進未來

增長而產生額外諮詢費。

行政開支包括Alma Lasers收購事項（「Alma收購事項」）產生的無形資產攤銷。於報告期內，攤銷為2.5百萬美元，

而二零一七年同期為2.4百萬美元。

研發開支

於報告期內，我們基於行業基準維持穩定的研發開支，二零一七年同期為4.9百萬美元。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主要包括銀行貸款利息。融資成本由二零一七年同期的3.6百萬美元減少至0.5百萬美元，主要由於在二

零一七年九月本公司股份上市後償還銀行貸款及本公司發行的資本票據資本化，因而報告期的債務餘額較低。

所得稅開支

所得稅開支由二零一七年同期的2.8百萬美元減少15.9%至報告期的2.4百萬美元，主要由於美國稅務改革及以色

列附屬公司的一次性稅項開支。

本集團於報告期的實際稅率為17.5%，而二零一七年同期為26.6%。

期內溢利

由於上述原因，於報告期間，溢利由二零一七年同期的7.8百萬美元增加43.9%至11.3百萬美元。

於報告期內及二零一七年同期，本集團的純利率分別為14.4%及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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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調整純利及經調整純利率

由於此項財務計量透過剔除被認為並非反映日常經營表現或於上市後不再發生的項目的影響以評估財務表現，故

Sisram呈列此項財務計量。

Sisram透過向報告期溢利中加回以下項目計算經調整純利：

a. 與收購Alma Lasers股份有關的開支： (1)完全因Alma收購事項產生的其他無形資產攤銷；(2)其他無形資產

產生的遞延稅項負債，乃主要與Alma收購事項有關；(3)資本票據的利息開支（於上市後不再欠付）；及 (4)

來自關聯公司收購貸款產生的融資成本（已於上市後償還及不再欠付）；及

b. 與Sisram上市有關的開支： (1)就上市產生的開支（一次性性質）；及 (2)因完成上市而向管理層及僱員發放獎

金

經調整純利率界定為經調整純利除以收益。

經調整純利一詞並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下界定的財務計量。使用經調整純利具有作為分析工具的重大限制，因為

其中不包括影響期內純利的全部項目。自經調整純利剔除的項目在理解及評估本集團經營及財務表現時屬重要組

成部分。下表將期內經調整純利調整為按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計算和呈列的最具直接可比性的財務計量方法，即

期內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期內溢利 11,254 7,818

就以下項目所作調整：

因Alma收購事項產生的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2,519 2,446

減：因其他無形資產而產生的遞延稅項 (412) (440)

股東資本票據估算利息開支 － 2,112

來自關聯方貸款的利息開支 － 170

與Sisram上市有關的開支

上市開支 － 1,189

就首次公開發售向管理層及僱員發放的獎金 1,950 －
   

經調整純利 15,311 13,295
   

經調整純利率 19.6%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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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結構、流動資金及資金來源

槓桿比率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高於債務總額。因此，並無

呈列槓桿比率。槓桿比率按債務淨額除以權益總額加債務淨額計算。

利息覆蓋

於報告期內，利息覆蓋（按EBITDA（息稅折舊攤銷前盈利）除以融資成本計算）為45.8倍，二零一七年同期則為5.1

倍。利息覆蓋增加主要因為本集團報告期內的融資成本由二零一七年同期的3.6百萬美元降至0.5百萬美元。

可用銀行融資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Sisram無任何未動用的銀行融資。Sisram透過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為其營運提供資

金。

未償還債務的期限結構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按浮動利率計息的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總額為9.1百萬美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11.1百萬美元）。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1年內 4,591 4,321

1至2年 4,536 4,861

2至5年 － 1,900
   

總計 9,127 11,082
   

抵押品及抵押資產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三日，本公司訂立一項貸款協議，據此，與銀行訂立無條件擔保協議，據此本公司向銀行授

出及質押本公司全部資產的持續抵押權益。此外，本公司向銀行授出及質押Alma全部已發行及發行在外股份及對

本公司不時變動的全部現時及未來資產的浮動押記。本公司亦同意不出售、過戶、轉讓、按揭、質押、租賃、授

出任何資產的抵押權益或設置產權負擔。本公司已兌現前述所有財務契諾。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餘下貸

款結餘為9.1百萬美元，全數以本公司現金結餘抵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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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流量

Sisram的現金主要用於經營活動、償付利息及到期債務本金、資本開支及為業務發展及擴充提供資金。

下表載列本集團於報告期及二零一七年同期的經營活動、投資活動及融資活動所得（或所用）現金流量。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量淨額 3,054 9,339

投資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流量淨額 (4,400) 5,813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10,416) (7,75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增加淨額 (11,762) 7,393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8,081 18,105

匯率變動影響淨額 1,041 (32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7,360 25,17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7,360 25,178

長期銀行貸款的保證金銀行結餘 55 53

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的定期存款 71,016 15,500
   

期末現金及銀行結餘 98,431 40,731
   

資本承擔及資本開支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資本開支為0.2百萬美元，主要包括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其他無形資產。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資本承擔。

或然負債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或然負債。

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並無進行任何重大收購或出售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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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風險管理

外匯匯率波動

本集團的功能貨幣為美元且大多數銷售所得款項均以美元計值。然而，本公司亦在全球以數種其他貨幣（尤其是

歐元）獲取收益，及主要於以色列新謝克爾產生成本。此外，若干海外附屬公司的功能貨幣為美元以外的貨幣，

包括歐元及印度盧比。於報告期間末，該等實體的資產及負債按報告期間末當時的匯率換算為美元，而其損益表

按期內加權平均匯率換算為美元。因此，本集團的經營業績對外幣匯率變動十分敏感。

本公司自二零一四年起正式設立對沖管理架構，對沖交易主要由本公司財務部管理。透過分析貨幣資產負債表及

外匯市場走勢，本公司不時訂立遠期合約以減低匯率波動的不利影響。

利率波動

本集團以動用定息及浮息債務的策略管理其利息成本。本集團面對的市場利率變動風險主要與本集團的浮息債務

責任有關。

潛在風險

I. 市場風險

全球醫療美容治療市場面臨激烈競爭。本集團的產品面對的競爭來自私人及公眾公司提供的能量源醫療美

容設備，該等公司專門從事開發及營銷能量源醫療美容器械。更多的競爭對手或會進入該市場，而本集團

未來有可能與新公司進行競爭。優於本集團技術的新技術或會被開發出來並進行商業化。新市場進入者或

現有競爭對手或會開發與本集團產品展開直接競爭的產品。倘該等競爭對手能更好地開發及營銷美容器

械，或開發更加有效及╱或價格更低的產品而使本集團的器械過時或喪失競爭力，或部署更多或更有效的

營銷及銷售資源，本集團的業務將會受損而本集團的商機將會減少或消失。

II. 業務及營運風險

能量源醫療美容器械的設計原本複雜且需要持續的定期維護。該等產品技術複雜性、供應商製造工藝變

更、供應商及分包商無意使用有缺陷或被污染的材料以及多項其他因素，均可能會制約我們實現可接受產

品可靠性的能力。此外，本集團的產品使用第三方供應商供應的部件及子組件生產，可能存在缺陷。因

此，倘發生問題，可能難以識別問題產生的根源。即使產品並無缺陷，使用本集團的其中一款產品進行治

療亦存在對終端用戶造成人身傷害的風險。

III. 不可抗力風險

嚴重自然災害及突發公眾健康事件或會損害本集團的物業及人員，及可能影響本集團的日常生產及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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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6. 僱員及薪酬政策

下表載列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按職能劃分的僱員人數：

職能 僱員人數
  

經營 159

研發 56

銷售及營銷 145

一般及行政 30
  

總計 390
  

僱員薪酬包括基本薪酬及以表現為基礎的薪酬。以表現為基礎的薪酬經參考本集團僱員表現評核後釐定。本公司

透過清晰釐定以定位為本的表現目標及制定表現標準，客觀評估僱員表現。落實僱員薪酬表現相關部分的獎罰機

制，本公司得以同時為僱員提供激勵及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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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4 78,155 66,288

銷售成本 (36,296) (30,201)
    

毛利 41,859 36,087

其他收入及收益 4 897 1,376

銷售及分銷開支 (15,830) (11,821)

行政開支 (6,805) (5,971)

研發開支 (4,876) (4,818)

其他開支 (1,077) (642)

融資成本 6 (526) (3,555)
    

除稅前溢利 5 13,642 10,656

所得稅開支 7 (2,388) (2,838)
    

期內溢利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 11,254 7,818
    

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

 期內溢利（美仙） 8 2.55 3.51
    



19 Sisram Medical Ltd     2018中期報告

中期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 11,254 7,818
   

其他全面收入

將於其後期間重新分類至損益的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479) 483

期內產生的對沖工具公平值變動有效部分 (65) —
   

將於其後期間重新分類至損益的其他全面收入淨額 (544) 483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扣除稅項 (544) 483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 10,710 8,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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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於 於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廠房及設備 9 2,206 2,320

商譽 108,351 108,351

其他無形資產 61,520 64,039

遞延稅項資產 5,542 5,268

其他非流動資產 148 139
    

非流動資產總值 177,767 180,117
    

流動資產

存貨 30,265 23,898

貿易應收款項 10 39,733 35,249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4,658 3,214

衍生金融工具 81 —

現金及銀行結餘 11 98,431 104,137
    

流動資產總值 173,168 166,498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2 11,712 6,742

合約負債 2,491 —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3 10,713 21,719

計息銀行借款 14 4,591 4,321

衍生金融工具 — 245

應付稅項 1,295 1,496
    

流動負債總額 30,802 34,523
    

流動資產淨值 142,366 131,975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320,133 312,092
    

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借款 14 4,536 6,761

遞延稅項負債 10,293 10,686

合約負債 526 573

其他長期負債 1,042 1,096
    

非流動負債總額 16,397 19,116
    

資產淨值 303,736 292,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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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於 於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權益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254 1,254

儲備 302,482 291,722
    

權益總額 303,736 292,976
    

劉毅 Lior Moshe DAYAN

董事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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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 

現金流量 匯率

股本儲備 股份溢價賬* 其他儲備* 對沖儲備* 波動儲備* 保留盈利*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1,254 240,766 17,530 13 30 33,383 292,976
        

期內溢利 — — — — — 11,254 11,254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期內產生的對沖工具公平值變動

 的有效部分 — — — (65) — — (65)

換算海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 — — — (479) — (479)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65) (479) 11,254 10,710

就一家附屬公司前次以股份

 為基礎的付款的稅項減免

 超出部分 — — 50 — — — 50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1,254 240,766* 17,580* (52)* (449)* 44,637* 303,736
        

* 該等儲備賬目包括綜合財務狀況表內的綜合其他儲備302,482,000美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91,722,000美元）。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儲備 股份溢價賬 其他儲備 波動儲備 保留盈利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 2 999 17,263 (551) 22,773 40,486
       

期內溢利 — — — — 7,818 7,818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 — — 483 — 483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483 7,818 8,301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2 999 17,263 (68) 30,591 48,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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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經營所得現金 6,099 13,082

已付所得稅 (3,045) (3,743)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量淨額 3,054 9,339
    

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已收利息 857 207

購買廠房及設備項目 (241) (461)

添置其他無形資產 — (1,933)

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的定期存款增加╱增加 (5,016) 8,000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4,400) 5,813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股份發行開支 (7,361) —

償還銀行貸款 (2,160) (7,177)

已付利息 (579) (1,302)

結算外匯遠期合約所得╱所付款項 (316) 720
    

融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10,416) (7,75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增加淨額 (11,762) 7,393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8,081 18,105

匯率變動影響淨額 1,041 (320)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7,360 25,17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分析

於綜合現金流量表列賬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7,360 25,178

長期銀行貸款的保證金銀行結餘 55 53

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的定期存款 71,016 15,500
    

於綜合財務狀況表列賬的現金及銀行結餘 98,431 4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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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財務報表附註

1. 公司資料

Sisram Medical Ltd（「本公司」或「Sisram」）為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五日根據以色列國法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位於以色列凱撤利亞工業區Halamish大街14號，郵編38900。

本公司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於本年度，本公司的附屬公司（連同本公司，稱為「本集團」）主要從事設計、開發、

製造及銷售能量美容醫學及微創醫療美容治療系統。

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七日，本公司收購Alma Lasers Ltd.（「Alma」）95.16%的股權，該公司為一家於以色列凱撒

利亞註冊成立的全球性醫療技術公司。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本公司收購Alma非控股股東所持的全部餘下

股份。由於該項交易，截至本報告日期，本公司持有Alma的全部股份。

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九日，本公司股份在聯交所主板上市（「上市」）。 

二零一八年六月六日，本公司於香港成立一間新100%全資附屬公司，名為Alma Medical HK Limited。 

2. 編製基準及本集團會計政策變動

2.1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的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及截至二

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相關中期簡明綜合損益表、全面收益表、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乃根

據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批准的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所規定的所有資料及披露，應與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按美元呈列，除非另有所指，否則所有價值均約整至最接近千位（千美元）。

2.2 本集團採納的新準則、詮釋及修訂

編製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的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使用者一致，惟採納下述截至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生效的新準則除外。本集團

並無提早採納任何其他已頒佈但未生效的準則、詮釋或修訂。以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詮釋自二零一八年

一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首次強制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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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財務報表附註

2. 編製基準及本集團會計政策變動（續）

2.2 本集團採納的新準則、詮釋及修訂（續）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以股份為基礎支付的交易的分類及計量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修訂本 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保險合約時

 一併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客戶合約收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客戶合約收入的澄清

國際會計準則第40號修訂本 轉讓投資物業

國際財務報告解釋公告第22號 外幣交易及預付╱預收對價

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六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的修訂本

採納上述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詮釋不會對本集團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造成重大影響。該等變動的性

質及影響披露如下。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客戶合約收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取代了國際會計準則第11號建造合約、國際會計準則第18號收入及有關詮釋，

適用於客戶合約產生的所有收入，惟屬於其他準則範圍的合約除外。新準則制定一個五步法模式處理客戶

合約產生的收入。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所確認的收入金額應反映預計實體就轉移貨品或服務予

客戶可換取的對價。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的原則按下列五個步驟應用：

1. 識別與客戶訂立的合約；

2. 識別合約中的履約義務；

3. 釐定交易價格；

4. 將交易價格分配至合約中的履約義務；及

5. 在實體履行履約義務時確認收入。

該準則要求實體對客戶合約採用該模式每個步驟時作出判斷，其中應考慮所有有關事實及情況。該準則亦

訂明獲取合約的增量成本及與履行合約直接相關的成本的會計處理。

本集團從事設計、開發、製造及銷售能量源醫療美容及微創醫療美容治療系統。設備及服務根據單獨列賬

的客戶合約個別出售及以貨品及╱或服務套餐出售。

本公司董事認為，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確認本集團收入來源的收入與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18號所

確認收入一致。因此，毋須呈列國際會計準則第18號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的對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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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財務報表附註

2. 編製基準及本集團會計政策變動（續）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自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取代了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金

融工具：確認及計量，包羅金融工具在分類及計量、減值以及對沖會計三方面的會計處理。

(a) 分類及計量

除若干貿易應收款項外，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本集團計量金融資產時，初步按其公平值（如金融

資產並非按公平值計入損益，另加交易成本）計量。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債務金融工具其後以公平值計入損益（「以公平值計入損益」）、攤銷成本或以

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以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計量。分類基於兩項準則：本集團管理資產的業

務模式；及金融工具的合約現金流量是否指未償還本金額的「純粹本金及利息付款」（「SPPI準則」）。

本集團的債務金融資產的新分類及計量如下：

‧ 按攤銷成本列賬的債務工具，適用於目的是持有金融資產以收取符合SPPI準則的合約現金流量的業務

模式內持有的金融資產。此類別包括本集團的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債務工具，於終止確認時收益或虧損結轉至損益。此類別的金融資產指

本集團的有價債務工具，該等工具符合SPPI準則並在一個收取現金流量及出售該等金融資產的業務模

式內持有。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本集團的有價債務工具分類為可供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資

產。

其他金融資產的分類及其後計量如下：

‧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債務工具，於終止確認時概無收益或虧損結轉至損益。此類別僅包括本

集團擬就可預見未來持有及於初步確認或過渡後不可撤回地選擇如此分類的股權工具。本集團將其未

有報價股權工具分類為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股權工具。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股權工

具毋須遵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減值評估規定。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本集團的未有報價

股權工具已分類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包括本集團於初步確認或過渡時並無不可撤回地選擇分類為按公平值

計入損益的衍生工具及有價股權工具。此類別亦包括其現金流量特徵不符合SPPI標準的債務工具，或

並非以收取合約現金流量或同時收取合約現金流量及出售該等金融資產為目的的業務模式內持有的債

務工具。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本集團的有價股本證券分類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過渡時，與有

價股本證券（之前已於累計其他全面收益項下確認）有關的可供出售儲備已重新分類為保留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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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編製基準及本集團會計政策變動（續）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續）

(a) 分類及計量（續）

本集團業務模式的評估已於初步應用日期（即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進行，其後追溯應用於並未於二零一八

年一月一日前終止確認的金融資產。債務工具合約現金流量是否僅包括本金及利息的評估已根據初步確認

資產時的事實及情況進行。

本集團金融負債的會計處理與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的會計處理大致相同。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與

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的規定相近，亦規定將或然代價負債視作按公平值計量的金融工具，而公平值變動於

損益表內確認。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嵌入式衍生工具將不再與主體金融資產分開列示。反之，金融資產根據其合

約條款及本集團的業務模式分類。

金融負債及非金融主合約內嵌入的衍生工具的會計處理，與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所要求者並無變動。

(b) 減值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以前瞻性預期信貸虧損（「預期信貸虧損」）法取代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的已發生虧

損法，故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基本上已改變本集團對金融資產減值虧損的會計處理。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要求本集團就所有並非按公平值計入損益持有的貸款及其他債務金融資產預期信貸

虧損撥備。

預期信貸虧損乃基於根據合約應付的合約現金流量與本集團預期收取的所有現金流量之間的差額。該差額

其後按資產原有實際利率相近的差額貼現。

本集團已應用準則的簡化方法將合約資產及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入賬，並根據年限內預期信貸虧損計算預

期信貸虧損。本集團已設立根據本集團過往信貸虧損經驗計算的撥備矩陣，並已就與債務人相關的前瞻性

因素及經濟條件作出調整。

本集團認為，於合約付款逾期90日未付的情況下，金融資產視為已違約。然而，在一些情況下，當內部或

外部資料顯示本集團不大可能收回全部未償還合約金額（未計及本集團持有的任何信貸增級），本集團亦可

能視金融資產為已違約。

由於本集團並無金融工具需作出上述變動，因此並無重列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財務狀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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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編製基準及本集團會計政策變動（續）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續）

(c) 對沖會計

本集團應用未來適用法處理對沖會計。於首次應用日期，本集團全部現有對沖關係符合視為持續對沖關係

的條件。與過往期間做法一致，本集團繼續指定其現金流量對沖關係中的完整遠期合約的公平值變動，因

此，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對沖會計規定並無對本集團的財務報表造成重大影響。

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本集團的現金流量對沖關係產生的所有收益或虧損均符合其後重新分類至損益

的條件。然而，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就預測購買非金融資產的現金流量對沖所產生的損益需計入

非金融資產初步賬面值金額內。因此，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後，就預測購買非金融資產的現金流量

對沖的損益列於「將於其後期間重新分類至損益的其他全面收入」項下。這項變動僅按未來適用法自國際財

務報告準則第9號首次應用日期起應用，對於比較數字的呈列並無影響。

3. 經營分部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的經營活動乃與單個經營分部有關，經營分部為設計、開發、製造及銷售能量源醫療美容及

微創醫療美容治療系統。因此，並無按經營分部呈報分析。

4. 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益指扣除退貨、貿易折扣及所提供服務價值後所售貨品的發票淨額。

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銷售貨品 72,002 61,741
服務及其他 6,153 4,547
   

78,155 66,288
   
其他收入及收益

銀行利息收入 822 185
匯兌收益淨額 — 602
不合資格作為對沖的外匯遠期合約公平值收益 75 589
   

897 1,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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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持續營運的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所售存貨成本 25,366 21,731
服務及其他成本 10,930 8,470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的薪酬）：

 工資及薪金 11,117 10,077
 上市花紅 1,950 —

 界定福利計劃成本 458 421
   

13,525 10,498
   
研發開支：

 當期開支 4,876 4,818

上市開支 — 1,189
核數師薪酬 131 127
經營租賃下的最低租賃付款 1,048 830
折舊（附註9） 436 430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2,519 2,446
存貨減值撥備 322 337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319 305
匯兌差額淨額 436 (602)
   

6.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貸款及借款的利息 526 1,443

長期免息資本票據的估算利息 — 2,112
   

526 3,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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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

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適用的以色列企業所得稅率分別為24.0%及23.0%。

本集團內各實體按其本地稅務系統計量的單獨業績繳稅。

因於報告期內本公司並無賺得應課稅溢利，故本公司本身無需計提所得稅撥備。其他地區應課稅收入的稅項已按

本集團經營所在國家的通行稅率計算。

本公司主要營運附屬公司Alma Lasers Ltd.根據一九五九年《資本投資鼓勵法》(Law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Capital 

Investments, 1959)（於二零一一年修訂，「投資法二零一一年修訂案」）獲授「優先企業」地位，故於報告期內享有

16%的優惠企業所得稅稅率。

Alma Lasers Inc.的收入按駐在國美國的稅法繳稅。於報告期末，Alma Lasers Inc.有累計經營虧損淨額（「經營虧損

淨額」）可獲美國聯邦所得稅退稅。

Alma Lasers GmbH（於德國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的收入按駐在國德國的稅法繳稅。於報告期內，收入按15%的固

定企業所得稅稅率繳稅，亦須繳納15.65%的適用額外貿易所得稅。

Alma Lasers AT GmbH（於奧地利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的收入按駐在國奧地利的稅法繳稅。於報告期內，收入按

25%的固定企業所得稅稅率繳稅，亦須繳納適用的額外貿易所得稅。

Alma Medical Private Limited（於印度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的收入按駐在國印度的稅法繳稅。於報告期內，收入按

30.9%的企業所得稅稅率（根據一九六一年所得稅法並非固定稅率但包括多項扣減╱減免╱退稅）繳稅，亦須根據

上述一九六一年所得稅法的條文繳納預扣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 3,055 3,488

遞延 (667) (650)
   

期內稅項開支總額 2,388 2,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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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金額乃基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及期

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442,155,600股（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22,948,648股）計算。

每股基本盈利乃基於下列各項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美元 US$’000
   

盈利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用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11,254 7,818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股份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用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42,155,600 222,948,648
   

並無就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每股基本盈利作出調整，原因為本集團於該等期間並

無具潛在攤薄影響的已發行普通股。

9. 廠房及設備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以成本322,000美元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截至二零一七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532,000美元）。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為436,000美元（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430,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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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應收款項

於 於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 40,756 36,308

減值 (1,023) (1,059)
   

39,733 35,249
   

本集團與客戶的交易條款以信貸為主。普通信用期最多為90天。各客戶有最高信貸限額。本集團致力嚴格控制未

收回應收款項，並設有信用控制部門盡量降低信用風險。高級管理層定期檢討逾期結餘。本集團並無就貿易應收

款項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或其他信貸增級。貿易應收款項乃免息。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收款項的賬齡分析（按發票日期作出並扣除撥備）如下：

於 於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1個月內 13,546 13,325

1至2個月 9,278 8,086

2至3個月 4,968 6,111

3個月以上 11,941 7,727
   

39,733 35,249
   

11. 現金及銀行結餘

於 於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綜合現金流量表列賬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7,360 38,081

長期銀行貸款的保證金銀行結餘 55 56

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的定期存款 71,016 66,000
   

於綜合財務狀況表列賬的現金及銀行結餘 98,431 104,137
   

銀行現金基於每日銀行存款利率按浮動利率計息。短期定期存款期限介乎三個月以上至一年內不等，並按各自短

期定期存款利率計息。銀行結餘及有抵押存款存放於近期無違約記錄的信譽良好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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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應付款項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付款項的賬齡分析（按發票日期作出）如下：

於 於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1個月內 9,579 4,997
1至2個月 2,133 1,745
   

11,712 6,742
   

貿易應付款項為免息，通常於60天內償付。

13.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於 於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來自客戶的墊款 — 1,455
工資 5,381 6,254
應計開支 4,225 6,777
遞延保修收入的即期部分 — 1,472
其他 1,107 5,761
   

10,713 21,719
   

14. 計息銀行借款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實際利率 (%) 到期日 千美元 實際利率 (%) 到期日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即期

6個月 6個月
LIBOR+ LIBOR-

3.75 二零一八年 4,591 3.75 二零一八年 4,321
       
非即期

6個月 6個月
LIBOR+ LIBOR+

3.75 二零二零年 4,536 3.75 二零二零年 6,761
       

9,127 11,082
       

附註： LIBOR指倫敦銀行同業拆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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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計息銀行借款（續）

於 於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貸款結餘 9,451 11,611

減：貸款手續費 324 529
   

9,127 11,082
   

就以下各項分析為：

 一年內 4,591 4,321

 第二年 4,536 4,861

 第三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 1,900
   

9,127 11,082

(a) 二零一四年五月，本公司自若干銀行獲得銀行貸款82,000,000美元。該筆貸款自二零一四年十月起分十二期每半年償還。二零

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七年十月十六日，本公司支付9,900,000美元及26,000,000美元作為提前還款。該貸款由本公司

三名股東所持本公司100%股權作抵押。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九日上市後，有關股份抵押由貸款人解除。作為該貸款的一

部分，本公司支付協調及安排費2,050,000美元，將於該貸款的年期內攤銷。

(b)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三日，本公司訂立一項貸款協議，據此，與銀行訂立無條件擔保協議，據此本公司向銀行授出及質押本公司

全部資產的持續抵押權益。此外，本公司向銀行授出及質押Alma全部已發行及發行在外股份及對本公司不時變動的全部現時及

未來資產的浮動押記；本公司亦同意不出售、過戶、轉讓、按揭、質押、租賃、授出任何資產的抵押權益或設置產權負擔。於二

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已兌現前述所有財務契諾。

15. 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報告期間派付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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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經營租賃安排及承擔

經營租賃安排

作為承租人

本集團根據經營租賃安排租賃若干辦公樓、生產廠房及設備及商用車。租賃年期議定為介乎三至十年。

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賃的未來最低租賃付款總額到期情況如下：

於 於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內 3,143 3,148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11,332 9,237

五年後 6,082 9,515
   

20,557 21,900
   

承擔

除上文詳述的經營租賃承擔外，本集團於報告期末並無任何重大資本承擔。

17. 關聯方交易

(a) 除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其他部分詳述的交易外，本集團於報告期並無與關聯方進行的交易：

(b) 本集團主要管理層人員薪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薪金、津貼及實物福利 426 712

上市花紅 53 —

與表現掛鈎的獎金 — 189
   

已付主要管理層人員的薪酬總額 479 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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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按類別劃分的金融工具

於報告期末各類金融工具的賬面值如下：

 金融資產

於 於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於初始確認時指定

 衍生金融工具 81 —
   

貸款及應收款項

 其他非流動資產 148 139

 貿易應收款項 39,733 35,249

 計入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的金融資產 2,943 2,383

 現金及銀行結餘 98,431 104,137
   

141,255 141,908
   

141,336 141,908
   

 金融負債

於 於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於初始確認時指定

 衍生金融工具 — 245
   

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1,712 6,742

 計入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的金融負債 5,332 12,538

 計息銀行借款 9,127 11,082
   

26,171 30,362
   

26,171 3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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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金融工具的公平值及公平值層級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公平值與其各自賬面值相

若。

管理層已評估，現金及銀行結餘、貿易應收款項、計入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的金融資產、貿易應付款

項、計入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的金融負債及計息銀行借款的即期部分的公平值與其賬面值大致相若，主要由

於該等工具於短期內到期。

本集團以財務總監領導的公司財務團隊負責釐定金融工具的公平值計量的政策及流程。於報告期末，公司財務團

隊分析金融工具價值的變動並釐定於估值中所運用的主要輸入值。估值乃由首席財務官審閱及批准。

計息銀行借款及其他長期負債的非即期部分的公平值乃透過採用具類似條款、信貸風險及餘下到期日的工具現時

可用的利率折現預期未來現金流量計算。本集團於報告期末就計息銀行借款的非即期部分的本身不履約風險乃評

估為並不重大。

本集團與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訂立衍生金融工具。衍生金融工具（包括遠期貨幣合約）乃採用與遠期定價模

式類似的估值技術計量並採用現值計算方式。該等模式納入多項市場可觀察輸入值，包括交易對手的信用質素、

外匯即期及遠期匯率。遠期貨幣合約的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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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金融工具的公平值及公平值層級（續）

公平值層級

下表說明本集團金融工具的公平值計量層級：

按公平值計量的資產：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利用下列項目進行的公平值計量

重大可觀察 重大不可觀察

活躍市場報價 輸入值 輸入值

（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外匯遠期合約 — 81 — 81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利用下列項目進行的公平值計量

重大可觀察 重大不可觀察

活躍市場報價 輸入值 輸入值

（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外匯遠期合約 — 245 — 245
     

於報告期內，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的公平值計量沒有在第一層級和第二層級之間發生轉移，也沒有轉入或轉出第

三層級。.

20. 批准財務報表

董事會於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日批准並授權刊發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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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及股息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溢利及本集

團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的事務狀況載於第18至38頁

的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隨附附註。

董事會不建議就報告期派付任何中期股息。

全球發售

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九日，本公司股份在聯交所主板上市。

股份全球發售（「全球發售」）包括初步提呈發售11,000,000

股股份的香港公開發售及初步提呈發售99,000,000股股

份的國際發售（包括優先發售）（就各情況而言，可予重新

分配及視乎本公司授出的超額配股權獲行使與否而定）。

全球發售所得款項用途

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總額約為771.3百萬港元。所得款項用途詳情載列如下：

招股章程所載的所得款項擬定用途

招股章程所載的

將動用的擬定金額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使用的金額

（百萬港元）

二零一八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期間

已使用的金額

（百萬港元）

截至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已

使用的實際金額

（百萬港元）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尚未使用的金額

（百萬港元）
       

(a) 擴大銷售渠道及分銷網絡以及加大

營銷力度

擴大美國、德國及印度的

銷售渠道以及全球分銷網

絡

約11.2%

（86.39百萬港元）

－ 34.04 34.04 52.35

投資全球數字營銷 約3.7%

（28.54百萬港元）

－ 1.46 1.46 27.08

開發分析能力 約3.7%

（28.54百萬港元）

－ － － 28.54

(b) 資本投資

升級現有或在直銷市場建

立新的服務中心

約9.3%

（71.73百萬港元）

－ － － 71.73

升級及重新策劃生產線 約4.7%

（36.25百萬港元）

－ － － 36.25

優化及更新信息技術系統

及基礎設施

約4.7%

（36.25百萬港元）

－ 0.25 0.25 36.00



Sisram Medical Ltd     2018中期報告 40

一般資料

招股章程所載的所得款項擬定用途

招股章程所載的

將動用的擬定金額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使用的金額

（百萬港元）

二零一八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期間

已使用的金額

（百萬港元）

截至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已

使用的實際金額

（百萬港元）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尚未使用的金額

（百萬港元）
       

(c) 研發活動

開發及擴展微創產品系列 約4.7%

（36.25百萬港元）

－ － 36.25

增加在美國進行臨床研究

的資金

約4.7%

（36.25百萬港元）

－ 0.20 0.20 36.05

加強監管能力 約4.7%

（36.25百萬港元）

－ 4.17 4.17 32.09

(d) 償還復星實業（香港）有限公司的收

購貸款

約9.3%

（71.73百萬港元）

71.74 － 71.74 －

(e) 策略收購、訂立策略合作夥伴關係

及其他業務發展

約29.5%

（227.53百萬港元）

－ - － 227.53

(f) 補充營運資金及其他一般企業用途 約10.0%

（77.13百萬港元）

71.08 － 71.08 6.05

本公司目前預期將剩餘所得款項用於招股章程所披露的該等事項。

股本

於本中期報告日期，本公司法定股本為10,000,000以

色列新謝克爾，包含每股面值0.01以色列新謝克爾的

1,000,000,000股股份，其中442,155,600股股份已獲發

行及悉數繳足股款。

公眾持股量

基於本公司可公開獲取的資料及就董事所知，於本中期報

告日期，本公司維持不低於已發行股份25%的公眾持股

量。

本公司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報告期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

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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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香港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的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記入須由本公司存置的登記冊

的權益及╱或淡倉，或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

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或淡倉如下：

董事姓名 持有所屬公司的權益 股份類別 身份及性質

持有

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

股份百分比
      

Lior Moshe DAYAN 本公司 普通股 實益擁有人

（個人）

36,000 0.01%

華劍平 上海復星醫藥（集團）股份

 有限公司（「復星醫藥」）

A股 實益擁有人

（個人）

25,000 0.001%

吳以芳 復星醫藥 H股 實益擁有人

（個人）

312,000 0.06%

A股 實益擁有人

（個人）

683,900 0.03%

汪曜 復星醫藥 A股 實益擁有人

（個人）

50,000 0.002%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概無本公司

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或彼等各自的緊密聯繫人於本公司或

其任何相聯法團的任何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任

何權益或淡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載入予以

存置的登記冊或根據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

於報告期間，概無向任何董事或彼等各自配偶或子女授出

任何可透過收購本公司股份或債權證而獲益的權利，而彼

等亦無行使任何該等權利；本公司、其控股公司或其任何

附屬公司或同系附屬公司亦概非可令董事收購任何其他法

團的該等權利的任何安排的參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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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的重大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下列人士（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擁有以下權益及淡

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336條須載入予以存置的登記冊：

股東名稱 身份

持有或擁有

權益的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
    

美中互利醫療有限公司（「CML」） 法定及實益權益 127,318,640(L)(1) 28.79%

能悅有限公司（「能悅」）(2) 法定及實益權益 106,264,160(L)

於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127,318,640(L)
  

233,582,800(L) 52.83%

復星醫藥 (3) 於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233,582,800(L) 52.83%

上海復星高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復星高科技」）(4) 於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233,582,800(L) 52.83%

Magnificent View Investments Limited

 （「Magnificent View」） 法定及實益權益 96,976,000(L) 21.93%

復星－保德信中國機會基金（有限合夥）

 （「復星－保德信基金」）(5) 於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96,976,000(L) 21.93%

Fosun Equity Investment Ltd.

 （「Fosun Equity Investment」）(6) 於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96,976,000(L) 21.93%

復星產業控股有限公司 (7) 於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96,976,000(L) 21.93%

復星國際有限公司（「復星國際」）(8) 於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330,558,800(L) 74.76%

復星控股有限公司（「FHL」）(9) 於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330,558,800(L) 74.76%

Fosun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td. （「FIHL」）(10) 於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330,558,800(L) 74.76%

郭廣昌 (11) 於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330,558,800(L) 74.76%
    

附註：

(1) (L)：好倉

(2) CML由能悅全資擁有。能悅被視為於CML作為法定及實益擁

有人擁有權益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3) 能悅由復星醫藥及其全資附屬公司復星實業（香港）有限公

司全資擁有。因此，復星醫藥被視為於能悅擁有權益的

233,582,8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包含106,264,160股由能悅

持有的股份及127,318,640股由CML持有的股份。

(4) 復星高科技於復星醫藥股東大會上控制行使逾三分之一的投票

權。復星高科技被視為於復星醫藥被視為擁有權益的股份中擁

有權益。

(5) Magnificent View由復星－保德信基金全資擁有。復星－保德

信基金被視為於Magnificent View作為法定及實益擁有人擁有

權益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6) Fosun Equity Investment為復星－保德信基金的普通合夥人。

Fosun Equity Investment被視為於復星－保德信基金被視為擁

有權益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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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Fosun Equity Investment由復星產業控股有限公司全資擁有。

復星產業控股有限公司被視為於Fosun Equity Investment被視

為擁有權益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8) 復星高科技及復星產業控股有限公司均由復星國際全資擁有。

復星國際被視為於復星高科技及復星產業控股有限公司被視為

擁有權益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9) FHL於復星國際股東大會上控制行使逾三分之一的投票權。

FHL被視為於復星國際被視為擁有權益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10) FHL由FIHL全資擁有。FIHL被視為於FHL被視為擁有權益的

股份中擁有權益。

(11) 郭廣昌於FIHL股東大會上控制行使逾三分之一的投票權。郭

廣昌被視為於FIHL被視為擁有權益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概無本公

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知悉其他於股份及相關股份擁有權

益或淡倉而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的條

文須向本公司披露的人士或直接或間接擁有附有權利可於

所有情況下在本集團任何其他成員公司的股東大會上投票

的任何類別股本面值的5%或以上權益的人士。

證券交易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按不遜於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標準守則規定

標準的條款採納董事及首席執行官的交易政策作為其自身

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個

別查詢後，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整個報告期均遵守其自

身行為守則所載的所有相關規定。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致力透過達致高水平的企業操守、透明度及問責性

增加股東價值。董事會認為，於報告期間，本公司全面遵

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

的所有守則條文。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中期報告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由方香生先生、陳志峰先生及陳怡芳女

士組成，彼等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

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購股權計劃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並無購股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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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執行董事

劉毅先生（主席）

Lior Moshe DAYAN先生（首席執行官）
華劍平先生（首席財務官）

非執行董事

吳以芳先生

汪曜先生

楊陽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方香生先生

陳志峰先生

陳怡芳女士

廖啟宇先生

審核委員會

方香生先生（主席）

陳志峰先生

陳怡芳女士

提名委員會

劉毅先生（主席）

方香生先生

陳志峰先生

薪酬委員會

陳志峰先生（主席）

劉毅先生

方香生先生

公司秘書

盧綺霞女士(FSC (PE), FCIS)

授權代表

劉毅先生

盧綺霞女士

以色列總部、註冊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

以色列

凱撒利亞工業區

Halamish大街14號

郵編38900

香港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

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

54樓

香港證券登記處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

灣仔

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

17樓1712-1716室

合規顧問

招銀國際融資有限公司

香港

夏愨道12號

美國銀行中心

18樓1803-4室

核數師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香港

中環

添美道1號

中信大廈22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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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法律顧問

富而德律師事務所

香港

鰂魚涌太古坊

港島東中心55樓

以色列法律顧問

Weinstock Zecler & Co, Law Offices

5 Azrieli Center

Tel-Aviv, 67025

Israel

證券簡稱

SISRAM MED

股份代號

01696

公司網站

www.sisram-medic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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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中期報告，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 指 Sisram Medical Ltd，於以色列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招股章程」 指 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五日刊發有關香港公開發售及優先發售股份的招股

章程

「股份」 指 本公司資本內的股份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報告期」 指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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