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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書

立足全球，致行遠；
力敏捷，意卓越

在二十餘年的能量源醫療器械業務發展中，Sisram 經歷過一系列行業、競爭關係和消費者行為

的變化。大多數的改變隨着時間的推進，逐漸成熟並成為新的常態。而在這變化中，公司也需

要逐步調整運營和架構，在迎接挑戰中，把握機遇，保持公司的長效可持續發展。對改變的

敏捷反應，正在成為一種必須，而不僅僅只是競爭優勢。

COVID-19 在全球各地的蔓延，影響着各行各業，給全球經濟帶來了許多不確定性。同

時，也潛移默化地影響着我們的日常生活，逐漸改變我們所了解和習慣的一切。疫

情的發展加速了我們對數字化戰略佈局的推進。如今，數字化即意味着即時化。在

企業內部，以及與合作夥伴、客戶之間變得更加數字化、更加緊密聯繫是我們在

應對競爭和消費趨勢變化時，快速反應、靈活調整的基石。這也是公司持續追

求卓越經營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正在構建一套完善的數字化系統：通過平

台建設優化內部流程，通過大數據分析、智能化雲端等技術為客戶提供更

多增值服務，並同步助推多元化線上市場營銷活動。通過數字化改革，

公司將進一步提升經營管理效率、服務質量，在數字化新氣象中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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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書

作為一家全球化的企業，Sisram 也充分發揮全球資源配置的優勢。我們的業務佈局超過90 多個國家和地區。

儘管受到各個國家宏觀形勢的影響，部分地區業績受到短期影響。但另一方面，也得益於全球化的佈局，在

充滿不確定性的 2020 年上半年，一定程度地削弱了不利影響。中國作為第一個受疫情影響的國家，同時也

是第一個從疫情中恢復的國家，我們在中國的業務同比顯著增長。我們的北美子公司，相比去年同期，保

持高收入同時還略有增長。中國、北美以及韓國子

公司的表現極大地彌補了歐洲、拉丁美洲市場的疲

軟。這些國家經歷了更長時間的停工從而導致了

我們收入的下降。鼓舞人心的是，截至2020

年 6 月，波蘭、新加坡、意大利、荷蘭等國

也出現了復蘇跡象，隨之而來會是需求的

恢復。我們將繼續發揮全球化佈局的優

勢，對各個地區行業復蘇做出敏捷反

應並搶佔機遇。

展望
2020 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消費者們對提高生活品質的訴求也會更加強烈。我們對全球能量源

醫療器械市場的需求仍感樂觀，對公司在這次全球危機中的成長能力也充滿了信心。公司會繼續

用心發展業務，穩固競爭力優勢；持續研發投入，不斷擴展產品範圍；密切留意全球各地的最

新情況，抓住市場機遇。

在全球運營協作方面，我們仍將堅定不移地加大直銷網絡的佈局，在亞太、北美、歐洲等主

要市場持續加強產品和服務覆蓋的廣度和深度。充分發揮全球各地區協同效應，不斷優化

資源的全球調配。

此外，我們也將繼續以能量源醫療器械為出發點，立足大醫美領域，發掘更多行業機

遇。放眼醫療科技市場，作為復星醫藥醫療科技生態圈的核心組成部分，我們仍將繼

續積極探索潛在合作共贏效應，把握外延併購機會，努力將Sisram 發展為全球領

先，覆蓋範圍更廣泛的醫療器械科技公司。

致謝

最後，本人想借此機會感謝我們的客戶、意見領袖、股東、合作夥伴、供應

商以及員工們為我們的成功以及未來目標的實現所做出的貢獻。

            主席 劉毅

這部分客來Design
不用內文樣式
復銳的「銳」請用
Microsoft JhengHei UI Light
的這條字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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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
保障生命及生計

在不明朗的情況下作出決策實屬不易。出現危機時，你想要領導及被Winston Churchill（而不

是 Neville Chamberlain）領導。

我們對員工及開展業務的社區的關注不會與確保業務持續成功的關注發生衝突。

危機時期，我們通常想要減少業務、縮減規模及專注於底線基本業務。我們竭力抵制這

股衝動並提醒自己要堅守我們的原則和目標，特別是在成功難以把握的時候，這會增

強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信任、信心和士氣，也是未來發展必不可少的部分。

人才發展及團隊建設並非外圍活動。在危機時期，你需要員工們的投入及活

力，以應對危機及建設未來。本人可以自豪地說，我們的員工戰勝了這場危

機，表現出他們的積極性、創造力、勤勉性，甚至實現了個人發展及技能增

長。我們利用停工期加強公司各部門（附屬公司之間以及各部門職能）之間

的合作（交流意見，集思廣益，分享成功案例、資源及輸出），從而營造

團結感、使命感、歸屬感及自信心。

我們堅信這個行業；在過去的20 年中，我們一直兢兢業業地從事該

行業，並計劃譜寫更燦爛的篇章。我們有責任令所有利益相關者

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專注於我們的長期戰略目標。我們致力利用

這場危機促進發展。

「我們的僱員轉危為機，展現出動力、
創意、勤奮，甚至是個人發展和技能提

升。」

新常態發展之路

短期及長遠地看我們如何運營－人才、
專注、敏捷性及前景保障。

首席執行官報告書



5 復銳醫療科技有限公司 | 2020 中期報告 

「Medical Nova的注射劑收益較
去年同期增加23.2%。」

23.2%+

敏捷性
敏捷有多種涵義。在 Sisram，敏捷性的主要是通過在公司職能部門以

及全球運營範圍內轉移資源而實踐。我們發揮敏捷性的一個例子是

我們的其中一家領先附屬公司Medical Nova 進行資源調配，作為

其對經濟狀況進行調整的一部分。該附屬公司在了解致力於投資

回報期長的昂貴設備相對於成本較低且可提供即時投資回報的

產品（如註射劑）所面臨的客戶挑戰後，已將其出貨資源（銷

售及物流）從資本設備產品轉移至消費產品。Medical Nova

的注射劑收益較去年同期增加 23.2%，因而令注射劑產

品線的收益貢獻佔附屬公司總收益的比例由去年同期的

10.8% 增至 18.4%。

專注
專注不意味著縮減規模。專注可以帶來更好的結果－我們的北美附屬公司專注於銷

售二零二零年初推出的最新產品 Opus Plasma（首款應用等離子皮膚修復技術的產

品）。集中資源導致市場需求旺盛。同樣地，我們繼續集中全球銷售及營銷資源來推

廣我們的新入門級平台－DermaClear（一種耗材類產品），以較低成本顯示立竿見影

的效果。此外，在與全球領先的醫生開展深入合作及進行兩年的發展及微調後，我

們優先進行研發活動，重新分析新項目，並致力於即將上市的新混合技術平台。

Opus Plasma
全新、首款及僅有

市場上首款應用等離子皮膚修復技術
的產品

DermaClear
入門級耗材類平台

首席執行官報告書

這部分客來Design
不用內文樣式
復銳的「銳」請用
Microsoft JhengHei UI Light
的這條字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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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資產 新訂單

325 +6.9%
以上

百萬美元

前景保障
在進行財務及營運內部評估流程後，我們通過應對流行病的影響制定了

短期及長期行動計劃。作為一家擁有強大財務骨幹的資深公司，我們在本

年度第二季度動用現金進行持續業務營運。這項短期措施令我們能夠大致保

持人力資本及維持我們的營運彈性，同時實現主要目標：

1.  在此充滿挑戰的時期為員工及業務合作夥伴提供支持。

2.  需求復甦後，立即恢復所有必要要素（銷售、生產、分銷、服務等）正常運

作。

3. 繼續我們的戰略項目－升級資訊科技基礎設施（企業資源規劃、客戶關係管

理）、新園區、研發項目、臨床研究等。

4.  保障金融資產及公司價值。

本年度整個第二季度期間的需求不斷增強，故我們的決策得以鞏固。具體而言，二零二零年

六月產生的收益與二零一九年六月的收益大致相同，而二零二零年六月的新訂單價值較二零

一九年六月的價值上升6.9%。隨著產品需求及收益指標同時出現增長，該復甦趨勢在二零二零

年七月繼續強勁上升。除了我們的短期資源及資產回收外，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我們能

夠保持資產淨值總額為325百萬美元，與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淨值總額相同。

致謝

最後，本人想借此機會衷心感謝我們的客戶、意見領袖、股東、合作夥伴、供應商以及員工們在此期間給予的支

持與合作，並向全體利益相關者保證我們會恪守實現未來目標的承諾。

Lior M. Dayan

首席執行官

二零年六月
與一九年六月
相比

首席執行官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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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概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經營業績

收益 71,736 85,432 78,155

毛利 39,902 48,972 41,859

除稅前溢利 6,394 15,573 13,642

期內溢利 5,738 13,865 11,254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5,504 13,209 11,254

盈利能力

毛利率 55.6% 57.3% 53.6%

純利率 8.0% 16.2% 14.4%
 

於 於 於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資產

資產總值 387,809 392,926 350,075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325,234 325,570 314,100

總債務 62,575 67,356 35,975

現金及銀行結餘 99,071 107,792 104,530
 

復銳的「銳」請用
Microsoft Jheng Hei UI Light
的這條字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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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2. 二零二零年上半年的業務回顧

於二零二零年上半年，Sisram的成熟全球銷售及
分銷網絡於報告期錄得總收益71.7百萬美元，較
二零一九年同期減少16.0%。該減少主要歸因於
COVID-19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全球範圍內疫情造
成的經濟影響的普遍性、嚴重性及趨勢在Sisram的
業務業績中有所體現。作為一家於全球90多個國家
擁有業務的跨國公司，我們在每個國家均遭受宏觀
經濟影響，但由於我們在全球範圍內的分佈，我們
能夠整體減輕該等影響。中國為首個受疫情影響的
國家，亦為首個迅速恢復經濟的國家，與去年同期
相比，我們的中國業務於報告期內呈現顯著收益增
長。我們的北美附屬公司並未完全關閉，並於報告
期內維持高收益流，與二零一九年同期比較，收益
呈現小幅正增長。這兩個主要市場與韓國附屬公司
很大程度上補償了經歷較長關閉期的歐洲及拉丁美
洲國家的收益減少。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隨著需
求呈現逐漸回升，在波蘭、日本、意大利、荷蘭等
國家亦可見鼓勵恢復正常的跡象。

期內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5.5百萬美元，佔報
告期收益的7.7%。該百分比較二零一九年同期減少
7.8%。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毛利為39.9百萬美元，較二零
一九年同期的49.0百萬美元減少18.5%。毛利率由
二零一九年同期的57.3%下降至報告期的55.6%，
主要由於薪金、設施開支及其他固定開支等固定
製造開支所致。在選定區域設立直營辦公室，使本
公司能夠縮短供應鏈，獲得更高的品牌知名度及確
保目標客戶群溝通中的一致性。憑藉已有的此種方
法，直銷產生的收益佔總收益的54.2%而分銷商產
生的收益佔總收益的45.8%。

1. 業務回顧

本公司是全球領先的能量源醫療美容器械供應商，

具有自主設計、開發及生產的綜合能力，並且採用

其自有的創新及專有技術。本公司的核心附屬公司

Alma亦從事注射劑市場，透過與IBSA Derma（一家

瑞士藥妝品公司，為IBSA Pharma Corporation的領

先附屬公司）訂立分銷協議，在以色列、香港、印

度及中國分銷其產品。「Alma」品牌及「Soprano」、

「Harmony」、「ClearLift」、「Accent」、「FemiLift」及

「BeautiFill」等本集團多個產品品牌在全球範圍內獲

醫療美容機構及終端用戶廣泛認可且備受推崇。本

集團亦透過分銷商及直銷客戶在全球90多個國家及

司法管轄區銷售其醫療美容器械。

本公司開發及生產的醫療美容器械可用於多種無

創及微創醫療美容治療。本公司擁有全面的醫療

美容器械組合，包括醫療美容產品線及生活美容產

品線，可用於進行無創醫療美容治療，如脫毛、

嫩膚、靚膚、美體塑形、緊膚、血管治療及色素

性病變治療、去除紋身、暗瘡治療及脂肪消減。

本公司的醫療美容器械亦可用於進行微創醫療美

容治療，如輔助抽脂及脂肪移植、女性健康、靜

脈曲張治療及耳鼻喉療程。本公司的旗艦產品包

括：(i) 「Soprano」系列，主要用於激光脫毛；(ii) 
「Harmony」系列，可用於超過65種FDA許可適應症

的多功能應用平台；(iii) 「Accent」系列，主要用於

美體塑形及緊膚，全部均屬醫療美容產品線；(iv) 
「FemiLift」，一種用於多種女性問題的微創醫療美容

治療系統；及(v) 「BeautiFill」 by LipoFlow平台，FDA
批准用於自體脂肪移植的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能量

源設備。此外，本公司提供如REJUVE及SPADEEP
的生活美容產品線。

復銳的「銳」請用
Microsoft Jheng Hei UI Light

的這條字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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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研發

• 研發投資處於與二零一九年同期相同水平。

• 13.8%的公司僱員為研發專家。

• 我們推出了2款新產品－(1) Opus Plasma，這

是首款應用等離子皮膚修復技術的產品，憑藉

強大需求而席捲北美市場，及(2)「Harmony XL 
PRO」帶全新突破性塗藥器特別版，使過往解

決方案功效加倍，帶來顯著年輕肌膚。

• 在臨床研究方面，我們在美國就一項涉及從脂

肪組織提取物中採集高質量的基質血管因子

(SVF)細胞及脂肪幹細胞(ASC)的專利提交的臨

時申請按計劃進展。預期該項專利及技術可進

一步擴大我們的手術及再生醫學應用領域。

銷售及營銷

作為跨國公司，Sisram須根據各國家 ╱ 州（美國、

DACH、印度等）的限制調整其表現。在COVID-19期

間，這種放眼全球，關注本地的做法（我們將其稱為

全球本土化方法）已被充分使用，以(1)監控各國的

疫情節奏及表示，(2)計劃恢復正常，及(3)協調所有

附屬公司的工作並執行計劃。為適應新市場動態，

我們已進行以下活動：

• 升級網絡研討會活動，以替代已取消的會議、

培訓及銷售會。

• 推出多項數碼活動，以在不同地區產生B2B銷

售機會。

• 增加內容創造及社交媒體影響力，以持續進行

B2B及B2C對話。

• 每週與所有分銷商召開視頻會議，確保我們以

可靠的答覆、快速的服務及積極的響應為客戶

提供支持。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錄得除稅前溢利6.4百萬美元及
錄得期內溢利5.7百萬美元，分別較二零一九年同期
減少58.9%及58.6%。除稅前溢利及期內溢利減少
主要由於收益減少、毛利減少（9.1百萬美元）及銷
售開支減少（0.3百萬美元），而這主要與北美洲的直
營有關。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錄得經調整純利8.6百萬美元，
較二零一九年同期下降47.2%。報告期經調整純利
率為12.1%。經調整純利減少主要歸因於COVID-19
爆發對全球醫療美容行業造成重大影響。整體而
言，期內溢利減少反映本公司優化其資源使用以在
儘量減少業務削減情況下維護其持續經營業務，從
而維持其靈活性及彈性的決策。於二零二零年六月
初始出現市場需求回升的跡象後，本公司通過擴展
其業務範圍及維持其持續及穩定業務發展來進一步
鞏固其競爭地位。

本公司的業務基礎維持穩健。本公司擁有充足資金
以滿足其未來業務需求及維持經營彈性，同時達致

以下領先目標：

1. 在該等艱難時期支持僱員及業務合作夥伴。

2. 一旦需求回升則立即在所有必要元素方面（銷

售、生產、分銷、服務等）恢復正常運營。

3. 繼續進行其戰略項目 － 升級資訊科技基礎設

施（ERP、CRM）、我們的新園區、研發項目、

臨床研究等。

4. 保護其金融資產及公司價值。

復銳的「銳」請用
Microsoft Jheng Hei UI Light
的這條字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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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二零二零年下半年的展望

於二零二零年下半年，Sisram計劃採用具建設性的
顛覆傳統策略，就不久將來的新技術、商業拓展及
協同效應進行評估及實踐，以增強我們的全球地
位。二零二零年，本集團的工作將戰略性地聚焦於
數碼化、品牌和生態圈建立及精益革新。

現在第四次工業革命正在進行。新的業務環境（如我
們近期所得知）包含顛覆性的技術及趨勢，如物聯
網、機器人技術、虛擬現實(VR)及人工智能(AI)，而
這些正在改變我們的生活、工作及消費方式。

於發生COVID-19前，Sisram發現必要的工具及工作
範例，以幫助其在這個新時代取得未來成功。據我
們所認知，預期COVID-19將成為重要催化劑，加速
這一革命。近期我們正在制定Sisram的數字轉型戰
略，其中包括兩個主要目標：

• 以客戶為中心的運營思維，基於客戶數據開展
活動，促進知情決策的公司流程。

• 數字化現有流程，創建新流程並集中數據。

我們將繼續秉承自身的使命，以最新臨床研究及尖
端技術為基礎，提供模塊化、符合成本效益及高效
的器械，並堅持「提高生活質量」的企業願景。

我們計劃專注於以下目標：

1. 開發我們在新地區（如澳洲及韓國）的市場份
額；

2. 在二零一九年取得卓越業績後繼續聚焦於北美
洲的銷售及營銷；

3. 在全球探索未開發的直營機會；

4. 集中研發及臨床資源，探索能源來源與再生醫
學應用的結合，開發最能充分利用本公司研究
成果的技術、產品及系統；

業務發展

• 於報告期內，我們按照詳細制定的指導方針不

斷探索新商機，加強我們在亞太區的地位、令

業務趨向多元化及與Alma創造協同價值。

運營

在運營方面，我們專注於以下方面：

• 應對疫情影響

• 由於多個地區封閉及零部件運輸延遲，

我們已分析及激活替代供應來源，主要

是通過用CNC機器加工金屬零件代替塑

料零件。

• 增強入庫物料可見性，以應對供應商「按

時交付」表現減少的情況。

• 由於可用航空運輸減少，評估及執行其

他出庫物流選擇方案。

• 提供必要資訊科技工具，使僱員能夠在

家辦公（如適用）。

• 確保我們未來業務計劃繼續進行：

• 全球企業資源規劃項目於二零二零年一

月啟動，在總部投入使用新的企業資源

規劃基礎設施。我們計劃在下年度中前

繼續在我們餘下公司進行配置並投入使

用。Alma的新園區項目正處於執行階

段，計劃已完成了91%。該園區將把五

個運營場地合併為一個，並具備50%的

未來擴展能力。設施轉移計劃於二零二

零年八月進行。

• 已經設計並正在實施競爭性採購項目，

包括先進的供應商控制結構方法。

復銳的「銳」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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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透過私有品牌╱ODM模式分銷附屬產品及技術；

6. 利用復星在中國的資源獲取更大的市場份額（在手術、注射劑、美容及藥妝品分部）；

7. 透過探尋、評估及執行相關合併與收購舉措開展我們的生態系統戰略計劃，從而進一步增強我們的研發能

力、產品組合及分銷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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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收益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收益由85.4百萬美元減少至71.7百萬美元，較二零一九年同期減少16.0%。整體減少主

要歸因於本公司不同產品的主機及應用端頭的銷量下降，乃由於COVID-19對全球經濟的影響所致。疫情嚴

重干擾整體全球醫療美容行業以及醫院、美容診所及具體醫生實踐的臨床運作。於本中期報告日期，儘管

與報告期間相比於二零二零年六月出現顯著改善，醫療美容實踐的臨床運作尚未完全恢復至COVID-19爆發

前的正常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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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3百萬美元，較二零一九

年同期減少13.0%。服務及其他所得收益為4.5百萬美元，較二零一九年同期減少45.3%，這主要歸因於

COVID-19對市場需求的整體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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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同比變動%
（千美元，百分比除外）

產品出售：

無創醫療美容：

 醫療美容 48,923 68.2% 60,150 70.4% (18.7%)
 生活美容 7,062 9.8% 4,649 5.4% 51.9%

小計 55,985 78.0% 64,799 75.8% (13.6%)
微創醫療美容 9,405 13.1% 11,171 13.1% (15.8%)
非EBD* 1,894 2.6% 1,327 1.6% 42.7%

小計 67,284 93.7% 77,297 90.5% (13.0%)
服務及其他 4,452 6.3% 8,135 9.5% (45.3%)

總計 71,736 100.0% 85,432 100.0% (16.0%)

* 非EBD（能量源設備）－包括真皮填充劑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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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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其中包括我們的旗艦無創醫

療美容器械：「Soprano」、「Harmony」及「Accent」平台以及我們的Aesthetic Precision產品線。截至二零二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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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9百萬美元，較二零一九年同期的收益

60.2百萬美元減少18.7%。該減少歸因於疫情影響導致的銷量下降。

我們生活美容產品線收益大幅增長51.9%至7.1百萬美元，乃歸因於我們於疫情爆發前採納新產品組合角

度。在疫情後，該前景被證明屬必要，原因為其推動了Value for Money產品（一個入門級產品）的開發，迎

合廣大客戶群的需求，為消費者提供可負擔的治療並使客戶獲得快速投資回報。

來自我們微創醫療美容產品線的收益較二零一九年同期的11.2百萬美元減少15.8%，達9.4百萬美元。該減

少主要由於疫情影響導致整體銷量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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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同比變動%

（千美元，百分比除外）

歐洲 16,367 22.8% 25,051 29.3% (34.7%)

北美洲 22,848 31.9% 22,203 26.0% 2.9%

亞太區 21,779 30.4% 21,474 25.1% 1.4%

中東及非洲 7,581 10.5% 10,494 12.3% (27.8%)

拉丁美洲 3,161 4.4% 6,210 7.3% (49.1%)

總計 71,736 100.0% 85,432 100.0% (16.0%)

於報告期內，儘管銷售廣泛地覆蓋全球多個地區，但亞太區、歐洲及北美洲均為本公司最重要的地域分部

（按收益貢獻計）。本公司致力保持及擴大多元化的地域銷售網絡，這會令本公司能輕易把握到強勁的區域

需求，同時有助本公司平衡及盡量降低區域經濟下滑的風險。

歐洲所得收益由二零一九年同期的25.1百萬美元減少34.7%至報告期的16.4百萬美元。該減少與該洲受疫

情影響的數量一致。

北美洲所得收益由二零一九年同期的22.2百萬美元增加2.9%至報告期的22.9百萬美元。該增加是由於疫情

對該地區的影響較輕，僅部分關閉業務經營，這使我們北美附屬公司於報告期內能夠維持高收益流，與二

零一九年同期比較，收益呈現小幅正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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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區所得收益由二零一九年同期的21.5百萬美元增加1.4%至報告期的21.8百萬美元。該增加主要歸因於

與去年同期相比，我們的中國業務（中國為首個受疫情影響的國家，亦為首個迅速恢復經濟的國家）於報告

期內呈現顯著收益增長。我們最近成立的韓國附屬公司亦為地區增長作出貢獻，顯示收益持續增長。

中東及非洲所得收益由二零一九年同期的10.5百萬美元減少27.8%至報告期的7.6百萬美元。該減少主要是

由於疫情對該等地區的影響所致。

拉丁美洲所得收益由二零一九年同期的6.2百萬美元減少49.1%至報告期的3.2百萬美元。該減少與該地區受

疫情影響的數量一致。

B. 銷售成本

於報告期內，銷售成本主要包括生產物料成本、其次包括生產僱員薪金、提供服務成本、經常性開支以及

有關生產的其他雜項成本。於報告期內，本集團的銷售成本由二零一九年同期的36.5百萬美元減少12.7%至

31.8百萬美元，主要因銷量下降所致。

C. 毛利及毛利率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的毛利由二零一九年同期的49.0百萬美元減少18.5%至39.9百萬美元，其理由載於上

文收益及銷售成本內。

毛利率由二零一九年同期的57.3%降至報告期的55.6%。該下降主要與薪金、設施開支及其他固定開支等固

定製造開支有關。

D. 銷售及分銷開支

銷售及分銷開支主要包括：(i)僱員薪酬及相關成本；(ii)向銷售僱員及獨立代理支付的銷售佣金；(iii)營銷開

支（如參加展銷會及數字活動等）。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銷售及分銷開支由二零一九年同期的20.1百萬美元減少1.4%至19.8百萬美元。該減少

是由於佣金開支降低以及疫情導致營銷活動減少所致。

銷售及分銷開支亦包括Nova收購所產生遞延收益資產的一次性攤銷0.5百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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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主要包括(i)無形資產攤銷；(ii)已向行政僱員支付的薪酬；(iii)已付專業費及行政成本；(iv)與營運設

施有關的費用；及(v)其他雜項開支。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的行政開支由二零一九年同期的7.6百萬美元增加6.6%至8.1百萬美元。該增加主要歸

因於合併兩家新附屬公司（Alma Korea Limited及Alma Medical Australia Pty Ltd）的開支（除因搬遷至新園區

錄得一次性租賃裝修折舊外，我們成立一支新的IT團隊以管理及支持新ERP系統）以及重估與Nova收購事項

有關的或有對價。

行政開支亦包括Alma和Nova收購事項產生的無形資產攤銷。於報告期內，攤銷開支為3.1百萬美元，與二零

一九年同期的金額相同。

F. 研發開支

本集團研發開支主要包括：(i)研發團隊成員的薪酬；(ii)研發工作所用物料成本；(iii)與臨床研究有關的開

支；及(iv)與監管合規及註冊專利及商標有關的開支。於報告期內，大部分研發開支乃於產生有關開支期間

入賬，且並無資本化。

於報告期內，研發開支為5.0百萬美元，與二零一九年同期有關金額相近。

G.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主要包括銀行貸款利息。於報告期內，融資成本亦包括租賃負債利息，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採

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後開始確認。融資成本由二零一九年同期的0.5百萬美元減少至報告期的

0.3百萬美元，是由於償還銀行貸款，令報告期內錄得債務利息減少所致。

H. 所得稅開支

於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以色列企業所得稅稅率均為23%。本集團的各實體乃按其地方稅體系計算的

獨立業績繳稅。

於報告期內，所得稅開支由二零一九年同期的1.7百萬美元減少61.6%至0.7百萬美元。這主要由於除稅前收

入較低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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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I. 期內溢利

由於上述原因，於報告期內，期內溢利由二零一九年同期的13.9百萬美元減少58.6%至5.7百萬美元。截至

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純利率分別為8.0%及16.2%。

J. 經調整純利及經調整純利率

本集團透過計算期內溢利和作以下調整來計算經調整純利：(i)其他無形資產攤銷；(ii)Nova收購事項產生的

或有對價的變動；及(iii)其他無形資產產生的遞延稅項負債，乃主要與收購事項相關。本集團經調整純利率

的計算方式為將經調整純利除以收益。

本集團呈列此項財務計量方法是由於此項財務計量方法透過剔除本集團認為並非反映本集團日常經營表現

的項目之影響以評估本集團的財務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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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使用經調整純利作為分析工具有重大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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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將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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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同比變動%

千美元 千美元

期內溢利 5,738 13,865 58.6%

就以下項目所作調整：

Alma收購事項產生的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2,305 2,305 0.0%

Nova收購事項產生的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812 283 186.9%

收購事項產生的或有對價 262 274 (4.4%)

減：其他無形資產產生的遞延稅項 (471) (349) 35.0%

經調整純利 8,646 16,378 (47.2%)

經調整純利率 12.1%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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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5. 債務結構、流動資金及資金來源

A. 庫務政策

董事會致力提升對資金業務的管控，並維持充足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本集團的功能貨幣為美元，大部分

銷售收入乃以美元計值。進一步詳情請參閱「風險管理－外匯匯率波動」。本集團通常利用內部資源提供營

運資金。

為確保按最符合成本效益的方式高效利用財務資源，董事會亦考慮從多個渠道獲取資金以履行本集團的財

務責任及滿足營運需求。董事會亦會不時檢討及評估資金職能的充分性及有效性。

B. 槓桿比率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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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利息覆蓋

於報告期內，利息覆蓋（按EBIT（息稅前盈利）除以融資成本計算）為19.4倍，二零一九年同期則為31.5倍。

利息覆蓋增加主要是由於於報告期內本集團的EBIT由二零一九年同期的16.1百萬美元減少58%至6.7百萬美

元，而融資成本由二零一九年同期的0.5百萬美元減少31.9%至0.3百萬美元。

D. 可動用融資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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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利率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浮息）總額為1.1百萬美元（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2.8百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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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F. 未償還債務的期限結構

下表載列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未償還債務的期限結構。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實際利率 實際利率

(%) 期限 千美元 (%) 期限 千美元

即期

銀行貸款，有抵押(a)╱(b) 3.25-3.65 二零二零年 209 3.25-3.65 二零二零年 958

長期銀行貸款的即期部分，有抵押

PRIME+

(1.9-2.2) 二零二零年 593

六個月

LIBOR+3.75 二零二零年 1,452

銀行貸款，有抵押(a)╱(b) 802 2,410

非即期

銀行貸款，有抵押(a)╱(b)

PRIME+

(1.9-2.2)

二零二一年至

二零二二年 311

六個月

LIBOR

+3.25-3.65

二零二一年至

二零二二年 402

1,113 2,812

附註： LIBOR指倫敦銀行同業拆息。

 PRIME指以色列銀行同業拆息。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1年內 802 2,410

1至2年 248 297

2至5年 63 105

總計 1,113 2,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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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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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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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次

貸款還款於二零二零年四月支付。

Nova（Alma的附屬公司）訂立貸款協議，據此，Nova向銀行質押Nova全部已發行及發行在外股份及對Nova
不時變動的全部現時及未來資產的浮動押記。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該等貸款的剩餘結餘為0.9百萬美

元，全數能以Nova現金結餘抵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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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購買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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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同期的經營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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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同比變動%
千美元 千美元

 

經營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110) 8,570 (101.3%)
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淨額 2,360 46,632 (94.9%)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3,150) (2,479) 2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淨額 (900) 52,723 (101.7%)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9,735 33,840 194.7%
匯率變動影響淨額 152 147 3.4%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8,987 86,710 14.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長期銀行貸款的保證金銀行結餘 84 58 44.8%
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的定期存款 – 16,000 (100%)

 

期末現金及銀行結餘 99,071 102,768 (3.6%)
 

復銳的「銳」請用
Microsoft Jheng Hei UI Light

的這條字款。



19 復銳醫療科技有限公司 | 2020 中期報告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經營活動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於報告期內，經營活動所用現金流量淨額為0.1百萬美元，主要是由於：(i)除稅前溢利為6.4百萬美元；(ii)損益項

目調整總額為5.5百萬美元；(iii)營運資金調整為14百萬美元；及(iv)已收所得稅淨額為2百萬美元。

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淨額

於報告期內，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淨額為2.4百萬美元，主要由於：(i)金額為8百萬美元的短期銀行存款到期；

(ii)定期存款收取利息0.6百萬美元及(iii)購買廠房及設備的6.2百萬美元。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於報告期內，融資活動流出現金流量淨額為3.2百萬美元，主要由於：(i)償還貸款及利息1.4百萬美元；及(ii)支付

租賃付款1.7百萬美元。

7. 資本承擔及資本開支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資本開支為6.2百萬美元，主要包括添置廠房設施及企業資源規劃成本。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資本承擔。

8.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或然負債。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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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持有的重大投資以及重大投資與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

除本中期報告披露之外，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並無持有其他重大投資。本集團並無其他重大投資及資本資產

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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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風險管理

本集團的運作及發展並無面對任何重大風險因素，但彼等將在某程度上受下文所列多項因素影響：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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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主要以以色列新謝克爾產生成本。此外，若干附屬公司的功能貨幣為美元以外的貨

幣，包括歐元、印度盧比、以色列新謝克爾、港元、南韓圜及澳元。於報告期末，該等實體的資產及負債

按報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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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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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僱員及薪酬政策

下表載列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按職能劃分的僱員人數：

職能 僱員人數

經營 186

研發 69

銷售及營銷 186

一般及行政 60

總計 501

於報告期末，僱員人數減少了2%，10名僱員離職。

僱員薪酬包括基本薪酬及以績效為基礎的獎金。以績效為基礎的獎金參考本集團僱員績效評核後確定。本公司根

據職位制定清晰的績效目標及績效標準，客觀評估僱員績效。落實僱員薪酬績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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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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4 71,736 85,432

銷售成本 (31,834) (36,460)
 

毛利 39,902 48,972

其他收入及收益 4 988 1,438

銷售及分銷開支 (19,834) (20,122)

行政開支 (8,088) (7,586)

研發開支 (4,955) (4,944)

其他開支 (1,271) (1,674)

融資成本 (348) (511)
 

除稅前溢利 5 6,394 15,573

所得稅開支 6 (656) (1,708)
 

期內溢利 5,738 13,865
 

下列各項應佔溢利：

 母公司擁有人 5,504 13,209

 非控股權益 234 656
 

5,738 13,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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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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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 5,738 13,865
 

其他全面收入

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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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179

期內產生的對沖工具公平值變動的有效部分 160 78
 

可能於其後期間重新分類至損益的其他全面收入淨額 (146) 257
 

將不會於其後期間重新分類至損益的其他全面收入：

界定福利計劃的重新計量虧損 (50) –
 

將不會於其後期間重新分類至損益的其他全面收入淨額 (50) –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扣除稅項 (196) 257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5,542 14,122
 

下列各項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母公司擁有人 5,308 13,466

 非控股權益 234 656
 

5,542 14,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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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零年 於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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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76 5,328
使用權資產 7,452 8,921
商譽 111,183 111,183
其他無形資產 55,955 58,630
遞延稅項資產 4,833 4,791
貿易應收款項 10 6,228 6,183
其他非流動資產 191 211

 

非流動資產總值 196,418 195,247
 

流動資產

存貨 37,117 33,018
貿易應收款項 10 51,693 50,438
預付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其他資產 3,201 4,195
應收稅項 – 2,204
衍生金融工具 309 32
現金及銀行結餘 99,071 107,792

 

流動資產總值 191,391 197,679
 

流動負債

合約負債 2,981 4,308
貿易應付款項 11 8,712 11,992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8,250 17,881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 802 2,410
應付稅項 746 –
租賃負債 3,022 2,921

 

流動負債總額 44,513 39,512
 

流動資產淨值 146,878 158,167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343,296 353,414
 

非流動負債

合約負債 123 684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 311 402
租賃負債 4,836 6,469
遞延稅項負債 10,289 10,645
其他長期負債 2,503 9,644

 

非流動負債總額 18,062 27,844
 

資產淨值 325,234 325,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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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零年 於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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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益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254 1,254

儲備 323,980 324,316

權益總額 325,234 325,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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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

溢價賬* 其他儲備*
現金流量

對沖儲備*
匯率

波動儲備* 保留盈利* 總計 非控股權益 權益總額

千美元 千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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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1,254 240,766 14,389 – (515) 69,676 325,570 – 325,570
         

期內溢利 – – – – – 5,504 5,504 234 5,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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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60 – – 160 – 160
換算海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 – – – (306) – (306) – (306)
界定福利計劃的重新計量虧損 – – – – – (50) (50) – (50)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160 (306) 5,454 5,308 234 5,542
收購附屬公司 – – – – – – – –
已宣派的二零一九年末期股息 – – – – – (6,264) (6,264) – (6,264)
含認沽股權附屬公司非控股權益重新分類 – – – – – – – (234) (234)
含認沽股權附屬公司非控股權益公平值調整 – – 620 – – – 620 – 620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1,254 240,766 15,009 160 (821) 68,866 325,234 – 325,234
         

* 該等儲備賬目包括綜合財務狀況表內的綜合其他儲備323,980,000美元。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

溢價賬* 其他儲備*
現金流量

對沖儲備*
匯率

波動儲備* 保留盈利* 總計 非控股權益 權益總額

千美元 千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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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1,254 240,766 17,580 (78) (571) 55,149 314,100 – 314,100

期內溢利 – – – – – 13,209 13,209 656 13,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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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78 – – 78 – 78
換算海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 – – – 179 – 179 – 179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78 179 13,209 13,466 656 14,122
收購附屬公司 – – – – – – – 3,368 3,368
已宣派股息 – – – – – (5,632) (5,632) – (5,632)
含認沽股權附屬公司非控股權益重新分類 – – – – – – – (4,024) (4,024)
含認沽股權附屬公司非控股權益公平值調整 – – (2,060) – – – (2,060) – (2,060)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1,254 240,766 15,520 – (392) 62,726 319,874 – 319,874

* 該等儲備賬目包括綜合財務狀況表內的綜合其他儲備318,620,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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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流量

經營（已付）╱所得現金 (2,091) 10,842

已收╱（已付）所得稅 1,981 (2,272)
 

經營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流量淨額 (110) 8,570
 

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已收利息 528 986

購買廠房及設備項目 (6,168) (1,326)

收購一家附屬公司 – (7,648)

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的定期存款減少 8,000 54,620
 

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淨額 2,360 46,632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流量

償還銀行貸款 (1,710) (764)

已付利息 (133) (284)

租賃付款本金部分 (1,675) (1,762)

結算外匯遠期合約所得款項 368 331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3,150) (2,47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增加淨額 (900) 52,723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9,735 33,840

匯率變動影響淨額 152 147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8,987 86,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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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987 86,710

長期銀行貸款的已抵押銀行結餘 84 58

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的定期存款 – 16,000
 

於綜合財務狀況表列賬的現金及銀行結餘 99,071 102,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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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財務資料附註

1. 公司資料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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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利亞工業區Halamish大街14號，郵編38900。

本公司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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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九日，本公司股份在聯交所主板上市。

2. 編製基準及本集團會計政策變動

2.1 編製基準

報告期的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乃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批准的國際會計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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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所規定的所有資料及

披露，應與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此等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根據歷史成本慣例編製，惟衍生金融工具按公平值計量。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

表以美元呈列，且所有價值均四捨五入至最接近千位（千美元），惟另有註明者除外。

2.2 會計政策變動

編製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所採納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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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已就目前期間財務資料首次採納下列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除外。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業務之定義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國際會計準則 利率基準改革

 第39號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Covid-19相關租金優惠（提早採納）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8號

 （修訂本）

重大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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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財務資料附註

2. 編製基準及本集團會計政策變動（續）

2.2 會計政策變動（續）

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性質及影響如下所述：

(a)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澄清業務之定義並就其提供額外指引。修訂本澄清，要將一套綜合

活動及資產視為一項業務，其必須至少包括一項投入及實質性進程，可共同對創造輸出能力作出重大

貢獻。業務可在不包含創造輸出所需的所有投入及進程的情況下存在。修訂本移除對市場參與者是否

能夠收購業務及持續提供輸出的評估。相反，重點乃獲得的投入及取得的實質性進程是否共同對創造

輸出的能力作出重大貢獻。修訂本亦已縮小輸出的界定範圍，以專注於為客戶提供貨品或服務、投資

收入或普通活動的其他收入。此外，修訂本為評估一項所獲進程是否具有實質性提供了指引，並引入

一項可選的公平值集中測試以允許簡化評估所收購的一系列活動及資產是否屬於業務。本集團預期將

修訂本應用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發生之交易或其他事件。修訂本並無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及

表現造成任何影響。

(b)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旨在解決銀行同

業拆息改革對財務申報之影響。修訂本提供可在替換現有利率基準前之不確定期限內繼續進行對沖會

計處理之暫時性補救措施。此外，修訂本規定公司須向投資者提供有關直接受該等不確定因素影響之

對沖關係之額外資料。由於本集團並無任何利率對沖關係，故修訂本並無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及表現

造成任何影響。

(c)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為承租人提供可行的權宜之計，使其選擇不就因COVID-19疫情的

直接後果而產生的租金優惠應用租賃修改會計處理。該可行的權宜之計僅適用於COVID-19疫情的直接

後果而產生的租金優惠，且僅當(i)租賃付款的變動使租賃代價有所修改，而經修改的代價與緊接變動

前租賃代價大致相同，或少於緊接變動前租賃代價；(ii)租賃付款的任何減幅僅影響原到期日為二零二

一年六月三十日或之前的付款；及(iii)租賃的其他條款及條件並無實質變動。修訂本於二零二零年六月

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追溯有效，允許提早應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出租人並無因COVID-19疫情而減少或放棄本集團辦公樓租賃的每

月租賃付款，且租賃條款並無其他變動。

(d)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提供重大的新定義。新定義規定，倘遺漏、誤報

或模糊某些資料可合理預期會影響一般用途財務報表的主要用戶根據該等財務報表決策，則該等資料

屬重大。修訂本澄清重大將視乎資料的性質或重要性而定。修訂本並無對本集團的中期簡明綜合財務

資料造成任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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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財務資料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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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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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客戶合約收益

銷售商品 67,284 77,297

提供的服務 4,452 8,135
 

71,736 85,432
 

客戶合約收益之取消匯總收益資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商品或服務類型

銷售商品 67,284 77,297

提供的服務 4,452 8,135
 

客戶合約總收益 71,736 85,432
 

收益確認的時間

於時間點轉移商品 67,284 77,297

隨時間轉移服務 4,452 8,135
 

客戶合約總收益 71,736 85,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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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財務資料附註

5.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持續經營所得除稅前溢利乃經扣除以下各項後得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所售存貨成本 20,508 25,366

服務及其他成本 11,326 11,094

存貨減值撥備 303 637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 716 575

匯兌差額淨額 252 462
 

6. 所得稅

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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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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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va按駐在國以色列的稅法繳稅。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收入按23%的企業所得稅

稅率繳稅。

本公司主要營運附屬公司Alma Lasers Ltd.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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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以色列議會(Israeli Knesset)通過投資法第73號修訂案，其中納入一系列投資法制度變

動。若干變動計劃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開始生效，條件是財政部根據近期公佈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指引（作

為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BEPS)項目的一部分）頒佈法規，執行「關係原則(Nexus 
Principles)」。有關法規已於二零一七年五月獲批准，故已生效。

新制度下的適用利益包括：

就「優先技術企業」引入利益機制而言，就知識產權產生的收入，分別於以色列中央及特定區域授予12%及7.5%
的稅率，惟須滿足若干條件，包括最低年度研發開支金額或比率及研發員工人數或比率以及至少25%的年度收入

來自出口。優先技術企業界定為符合上述條件，且其母公司及所有附屬公司的綜合收入總額低於100億新謝克爾

的企業。倘母公司及所有附屬公司的綜合收入高於100億新謝克爾，則在以色列所有地區均將適用6%的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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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財務資料附註

6. 所得稅（續）

特殊優先技術企業（「特殊優先技術企業」）－ 倘母公司於納稅年度的總收益超過100億新謝克爾，其優先收入將按

6%的稅率繳稅（不論企業的地理位置）。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四日，本公司接獲以色列稅務局的判定，根據上述

法例準則及判定所述條件授予本公司特殊優先技術企業地位，自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生效。

適用於特殊優先技術企業的內容如下：

• 根據法律所述條件，向外國聯屬企業出售優先無形資產按6%的資本收益稅率納稅。

• 從優先技術企業收入中支付的股息適用20%的預扣稅率（對於支付予以色列公司的股息免除相關預扣稅）。

支付予外國居民公司的股息預扣稅率可降至4%，惟須滿足有關分配實體外國所有權百分比的若干條件。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因Alma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為特殊優先技術企業故享有9.48%的優

惠新實際稅率。

二零一七年美國減稅和就業法案（「TCJA」）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獲美國國會批准，並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二十二日由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簽署成為法律。該立法對美國國內稅收法典(U.S. Internal Revenue Code)作出

複雜而重大的變動。有關變動包括降低企業稅率及限制若干企業扣減及抵免等。該等變動包括但不限於：

降低稅率

TCJA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後開始的納稅年度將美國聯邦企業所得稅稅率從35%降低至21%。此外，

TCJA已對折舊規則作出若干變動並就若干開支的抵扣及扣減施加新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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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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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

司亦須根據上述一九六一年所得稅法的條文繳納預扣稅。

Alma Medical HK Limited（於香港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的收入就其在香港產生的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的稅率

繳稅。

Alma Medical Australia Pty Ltd（於澳洲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的收入按26%的稅率繳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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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續）

降低稅率（續）

Alma Korea Limited（於韓國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的收入按17%的稅率繳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 1,054 1,260

遞延 (398) 448
 

期內稅項開支總額 656 1,708
 

7. 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宣派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無）。

概無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派付股息（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本公司於二零二

零年八月支付6,264,000美元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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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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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42,155,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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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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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4 13,209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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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155,600 442,155,600
 

並無就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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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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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廠房及設備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以成本6,256,000美元收購廠房及設備（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1,326,000美元）。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廠房及設備折舊960,000美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574,000美元）。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出售廠房及設備48,000美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無）。

10. 貿易應收款項

於 於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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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268 57,350

減值 (1,347) (729)
 

57,921 56,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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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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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94 15,949

1至2個月 6,557 7,575

2至3個月 3,037 3,918

3個月至1年 27,505 22,996

1年以上 6,228 6,183
 

57,921 56,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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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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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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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9 8,982

1至2個月 1,949 2,596

2至3個月 2,447 266

3個月以上 507 148
 

8,712 11,992
 

12. 承擔

本集團於報告期末並無任何重大資本承擔。

13. 關聯方交易

(a) 本集團主要管理層人員薪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薪金、津貼及實物福利 620 664

與表現掛鈎的獎金 254 336
 

已付主要管理層人員的薪酬總額 874 1,000
 

(b)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Alma與美中互利（北京）國際貿易有限公司（「美中互利」）簽署合約，據此，美中互利

將向Alma提供在中國註冊的監管服務。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Alma向美中互利支付409,747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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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金融工具的公平值及公平值層級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金融資產、金融負債及長期借款的公平值與其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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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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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以首席財務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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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值由首席財務官審閱及批准。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及其他長期負債非即期部分的公平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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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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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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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對手方的信用質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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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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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利用下列項目進行的公平值計量

活躍 重大可 重大不可

市場報價 觀察輸入值 觀察輸入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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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09 –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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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金融工具的公平值及公平值層級（續）

公平值層級（續）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利用下列項目進行的公平值計量

活躍 重大可 重大不可

市場報價 觀察輸入值 觀察輸入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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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2 –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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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比較金額

若干比較金額已重新分類以符合本年度的呈列及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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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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績及股息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業績及本集

團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的事務狀況載於第21至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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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期派發任何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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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末，約389.26百萬港元已根據本公司招股章程所披露的計劃

使用，並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十月八日發出的公告予以調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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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使用的金額

（百萬港元）

二零二零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期間已使用

的金額

（百萬港元）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已使用的

實際金額

（百萬港元）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尚未使用

的金額

（百萬港元）

預期悉數

使用年份

(a) 擴大銷售渠道及分銷網絡及加大營銷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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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6 – 63.33 23.06 二零二二年

投資全球數碼營銷 約3.7%
（28.54百萬港元）

25.22 1.28 4.60 23.94 二零二一年

開發分析能力 約3.7%
（28.54百萬港元）

27.32 – 1.23 27.32 二零二二年

(b) 資本投資

升級現有或在直銷市場建立新的服務中心 約4.2%
（32.78百萬港元）

32.44 0.13 0.47 32.31 二零二三年

升級及重新策劃生產線 約4.7%
（35.90百萬港元）

26.25 26.25 35.90 – 不適用

優化及更新信息技術系統及基礎設施 約4.7%
（35.90百萬港元）

29.10 1.92 8.72 27.18 二零二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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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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使用的金額

（百萬港元）

二零二零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期間已使用

的金額

（百萬港元）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已使用的

實際金額

（百萬港元）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尚未使用

的金額

（百萬港元）

預期悉數

使用年份

(c) 研發活動

開發及擴展微創產品系列 約4.7%

（35.90百萬港元）

35.46 0.23 0.67 35.23 二零二三年

增加在美國進行臨床研究的資金 約4.7%

（35.90百萬港元）

34.71 0.14 1.33 34.57 二零二四年

加強監管能力 約4.7%

（35.90百萬港元）

21.80 4.99 19.09 16.81 二零二三年

(d) 償還復星實業的收購貸款 約9.3%
（71.74百萬港元）

— — 71.74 —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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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35 2.14 70.32 157.21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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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 — 72.71 4.42 二零二一年

(g) 償還來自HSBC Bank Plc、Israel Discount 

Bank Ltd. 及Mizrahi Tefahot Bank Ltd.

  的一筆貸款

約5.1%

（39.15百萬港元）

— — 39.15 — 不適用

股本

於本中期報告日期，本公司法定股本為10,000,000新謝

克爾，包含每股面值0.01新謝克爾的1,000,000,000股股

份，其中442,155,600股股份已獲發行及繳足股款。

公眾持股量的充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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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贖回本公司的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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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披露之外，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概無董事或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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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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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董事及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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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權益之公司 股份類別 身份及性質 所持股份數目

於相關類別

股份的股權

百分比

Lior Moshe DAYAN 本公司 普通股 實益擁有人 113,500 0.03%

吳以芳 復星醫藥 H股 實益擁有人 342,000 0.06%

A股 實益擁有人 718,900 0.04%

汪曜 復星醫藥 A股 實益擁有人 50,000 0.002%

於報告期內，概無向任何董事或彼等各自配偶或未成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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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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股份及相關股份的重大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據董事所知，於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的條文須向

本公司披露之權益或淡倉，或被視為直接或間接擁有可於任何情況下在本公司股東大會上投票的任何類別股本面值5%
或以上之權益的人士或實體（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除外）如下：

股東名稱╱姓名 身份

持有或擁有權益的

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CML 實益擁有人 127,318,640(L)(1) 28.79%

能悅(2) 實益擁有人 203,240,160(L)

於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127,318,640(L)

330,558,800(L) 74.76%

復星實業(3) 於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330,558,800(L) 74.76%

復星醫藥(4) 於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330,558,800(L) 74.76%

復星高科技(5) 於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330,558,800(L) 74.76%

復星國際(6) 於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330,558,800(L) 74.76%

FHL(7) 於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330,558,800(L) 74.76%

FIHL(8) 於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330,558,800(L) 74.76%

郭廣昌(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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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悅由復星實業全資擁有。因此，復星實業被視

為於能悅擁有權益的330,558,800股股份中擁有

權益，包含203,240,160股由能悅持有的股份及

127,318,640股由CML持有的股份。

(4) 復星實業由復星醫藥全資擁有。因此，復星醫藥被

視為於復星實業被視為擁有權益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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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復星高科技由復星國際全資擁有。復星國際被視為

於復星高科技被視為擁有權益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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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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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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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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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資料

除上文所披露之外，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董事或本

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概不知悉任何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

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的條

文須向本公司披露權益或淡倉，或直接或間接擁有可於任

何情況下在本公司的股東大會上投票的任何類別股本面值

5%或以上的權益。

證券交易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董事及首席執行官的交易政策（該政策並不

遜於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標準守則的規定標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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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內全面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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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致力透過高標準的企業操守、透明度及問責性增加

股東價值。董事會認為，於報告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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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的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購股權計劃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並無購股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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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授權代表

劉毅先生

甘美霞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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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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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

執行董事

劉毅先生（主席）

Lior Moshe DAYAN先生（首席執行官）

步國軍先生（首席財務官）

非執行董事

吳以芳先生

汪曜先生

戴昆女士(1)

馮蓉麗女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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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美霞女士(FCS (PE), FCIS)

附註：

(1) 戴昆女士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辭任非執行董事。

(2) 馮蓉麗女士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日獲委任為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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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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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

特拉維夫

阿茲列里中心5號

郵編67025

證券簡稱

復銳醫療科技

股份代號

01696

公司網站

www.sisram-medic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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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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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ma收購」 指 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七日完成Alma Lasers的收購

「Alma」或「Alma Lasers」 指 Alma Lasers Ltd.，於以色列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能悅」 指 能悅有限公司，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為復星醫藥的全資附屬公司

「亞太區」 指 亞太地區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企業管治守則」 指 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

「CML」 指 美中互利醫療有限公司，為復星醫藥的全資附屬公司

「本公司」或「Sisram」 指 Sisram Medical Ltd復銳醫療科技有限公司*，於以色列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

股份於聯交所上市

「控股股東」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COVID-19」 指 2019新型冠狀病毒

「DACH」 指 德國、奧地利及瑞士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FDA」 指 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FHL」 指 復星控股有限公司，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為FIHL的全資附屬公司

「FIHL」 指 復星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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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復星高科技」 指 上海復星高科技（集團）有限公司，為復星國際的全資附屬公司

「復星實業」 指 復星實業（香港）有限公司，為復星醫藥的全資附屬公司

「復星國際」 指 復星國際有限公司，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

「復星醫藥」 指 上海復星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於中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H股及A
股分別於聯交所主板及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及買賣

「復星醫藥集團」 指 復星醫藥及其附屬公司（不包括本集團）

「全球發售」 指 本公司股份進行首次公開發售

「本集團」或「我們」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物聯網」 指 物聯網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標準守則」 指 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新謝克爾」 指 以色列法定貨幣新謝克爾

「Nova」 指 Nova Medical Israel Ltd.，根據以色列法律組成的私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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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計劃資產」 指 長期僱員福利基金持有的資產或合資格保單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僅就本中期報告而言，不包括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招股章程」 指 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五日就香港公開發售及國際發售股份而言刊發的招股

章程

「研發」 指 研究及開發

「報告期」 指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證券及期貨條例」 指 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的股份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美元」 指 美國法定貨幣美元

「同比」 指 同比

「投資法二零一一年修訂案」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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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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