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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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722）：

UMP HEALTHCARE HOLDINGS LIMITED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告

聯合醫務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或「聯合醫務」）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連同
2018年同期之比較數字。

中期業績摘要
截至12月31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增加╱
千港元 千港元 （減少）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306,813 261,701 17.2%
除稅前利潤╱（虧損） 58,304 (7,735) 853.7%
折舊及攤銷 35,392 9,863 258.8%
EBITDA(1) 92,610 (1,121) 8,361.4%
淨利潤╱（虧損） 49,166 (14,554) 437.8%

按業務線劃分的收入

香港及澳門企業醫療保健 
解決方案服務 129,914 121,293 7.1%
香港及澳門臨床醫療保健服務 201,633 164,805 22.3%
中國保健業務 27,697 24,387 13.6%

業務線間銷售抵銷前總額 359,244 310,485 15.7%

調節：
業務線間銷售抵銷 (52,431) (48,784)

306,813 261,701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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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2月31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增加╱
千港元 千港元 （減少）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按業務線劃分的經營利潤    
    
香港及澳門企業醫療保健 
解決方案服務 18,873 16,062 17.5%
經營利潤率 14.5% 13.2%
香港及澳門臨床醫療保健服務 28,341 18,876 50.1%
經營利潤率 14.1% 11.5%

中國保健業務 (2,602) (599) 334.4%
經營利潤率 (9.4%) (2.5%)

經調整EBITDA(2)

EBITDA 92,610 (1,121) 8,361.4% (a)

調節：
出售附屬公司的收益 (1,162) (8,557) (b)
以權益結算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
開支╱（撥回以權益結算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開支， 
淨額） (12,436) 48,833 (c)

來自一項股本投資之非經常性 
特別股息 (3,900) – (d)

租賃之租賃開支（猶如根據香港 
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3) (24,805) – (e)

50,307 39,155 28.5% (f)

(f) = (a) + (b) + (c) + (d) + (e)

(1) EBITDA指扣除利息（包括租賃負債之利息開支）、稅項、折舊（包括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及攤銷前盈利。

(2) 經調整EBITDA乃就若干非現金、非營運項目以及租賃開支（見下文附註(3)）作出調整，以
就本集團在香港、澳門及中國之業務產生的經營現金流量向股東提供替代數字。

(3) 於期內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後，本集團租賃之租賃開支乃入賬列作使用
權資產之折舊及租賃負債之利息開支，而上期間之租賃開支乃列入「物業、租賃及相關開支」
之單行項目。有關調節項目乃就方便比較而作出。

按業務線劃分的經營利潤及經調整EBITDA並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的標準計量，因此，不應該單獨考慮或代替分析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的財務計量。



3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

 截至12月31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5 306,813 261,701
 

其他收入及收益 5 10,922 13,612
專業服務費用 (122,181) (107,078)
員工福利開支 (72,585) (67,343)
物業、租賃及相關開支 (6,270) (24,893)
已耗存貨成本 (15,455) (13,001)
折舊及攤銷 (35,392) (9,863)
其他支出淨額 (6,378) (62,173)
融資成本 (1,968) –
分佔利潤及虧損：  
合資公司 (169) 128
聯營公司 967 1,175

除稅前利潤╱（虧損） 6 58,304 (7,735)

所得稅費用 7 (9,138) (6,819)

期內利潤╱（虧損） 49,166 (14,554)

 
以下各方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45,551 (16,501)
非控股權益 3,615 1,947

49,166 (14,554)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 
每股盈利╱（虧損） 9

基本 6.046港仙 (2.208)港仙

攤薄 5.990港仙 (2.208)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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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入表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

截至12月31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利潤╱（虧損） 49,166 (14,554)

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於其後期間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 

的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折算海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587) (1,012)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的其他全面虧損 (18) (76)

分佔一間合資公司其他全面虧損 – (46)

於其後期間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 

其他全面虧損淨額 (605) (1,134)

於其後期間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其他全面虧損：
指定為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之 

股本投資的公允價值變動 (11,376) –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扣除稅項 (11,981) (1,134)

期內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37,185 (15,688)

以下各方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33,570 (17,635)

非控股權益 3,615 1,947

37,185 (15,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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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 2019年
12月31日 6月30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5,378 101,061

使用權資產 81,433 –

商譽 10 172,729 163,711

其他無形資產 80,719 79,378

於合資公司的投資 – 1,158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9,932 8,976

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 11 30,962 46,668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投資 12 41,441 52,938 

遞延稅項資產 1,581 1,300

保證金 20,369 15,927

非流動資產總額 534,544 471,117

流動資產
存貨 11,822 11,803

貿易應收款項 13 99,019 104,997

預付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其他資產 29,838 20,951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2,319 2,400

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 11 33,027 14,066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4,734 4,077

應收關聯公司款項 5,980 3,633

可收回稅項 202 58

抵押存款 1,354 1,35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41,803 207,644

流動資產總額 430,098 370,983



6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 2019年
12月31日 6月30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4 50,452 49,589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86,335 73,084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10 138
應付關聯公司款項 891 620
應付一間合資公司款項 67 180
衍生金融工具 743 743
租賃負債 44,647 –
應付稅項 21,206 14,362

流動負債總額 204,351 138,716

流動資產淨額 225,747 232,26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760,291 703,384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40,879 –
遞延稅項負債 14,211 14,609
撥備 2,791 2,813

非流動負債總額 57,881 17,422

資產淨額 702,410 685,962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5 758 758
儲備 629,132 612,237

629,890 612,995

非控股權益 72,520 72,967

權益總額 702,410 685,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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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公司及集團資料

聯合醫務集團有限公司為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本公司主要營業地點為 

香港德輔道中71號永安集團大廈14樓1404–1408室。

於本期間，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提供醫療保健服務，包括：

• 企業醫療保健解決方案服務；
• 醫療及牙科服務；
• 醫學影像及化驗服務；
• 其他輔助醫療服務；及
• 醫療保健管理服務。

本公司股份於2015年11月27日在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上市」）。

2. 編製基準

本集團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
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除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及按公允價值計量的股本投資外，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
報表已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呈列，且除另有指明者外，
所有金額均四捨五入至最接近的千位數。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所需的所有資料及披露，並應與本集團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年度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3.1 會計政策及披露變動

編製本集團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
與編製本集團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年度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惟採納以下於
本集團於2019年7月1日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除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修訂 具有負補償特徵的提前還款特性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之修訂 計劃修改、削減或結算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資公司的長期權益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3號

所得稅處理之不確定性

2015年至2017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1號、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23號之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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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下列闡述有關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的影響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與本集團的中
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編製並不相關。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性質及影響載列如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4號釐定安排是否包括租賃、香港（準則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5號經營租賃－優惠及
香港（準則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7號評估涉及租賃法律形式交易的內容。該準則載列確認、
計量、呈列及披露租賃的原則，並要求承租人在單一資產負債表內模型內入賬所有租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項下的出租人會計法與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並無實質變動。出租
人將繼續按照與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相似的原則將租賃分類為經營租賃或融資租賃。因此，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並無對本集團為出租人的租賃產生任何財務影響。

本集團使用經修訂追溯採納法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首次應用日期為2019年7月1日。
根據該方法，該準則予以追溯應用，首次採納的累計影響作為對2019年7月1日留存利潤期初
結餘的調整，而2018年的比較資料並無獲重列，並繼續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呈報。

租賃的新定義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倘合約為換取代價而授予在一段期間內已識別資產之使用
控制權，則該合約為租賃或包含租賃。倘客戶有權從使用可識別資產中獲取絕大部分經濟
利益及有權主導已識別資產的使用，則表示擁有控制權。本集團選擇使用過渡可行權宜方法，
僅在首次應用日期對先前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及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
釋第4號識別為租賃的合約應用該準則。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及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
釋委員會）－詮釋第4號未有識別為租賃的合約並未予以重新評估。因此，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6號的租賃定義僅應用於2019年7月1日或之後訂立或變更的合約。

在包含租賃組成部分的合約開始時或獲重新評估時，本集團將該合約的代價分配至各租賃
組成部分及非租賃組成部分（以其獨立價格為基準）。承租人可採用可行權宜方法（而本集團
已採用此方法）不將非租賃組成部分分開，而將租賃組成部分與相關的非租賃組成部分（如
物業租賃的物業管理服務）作為一項單一租賃組成部分入賬。



9

作為承租人—先前分類為經營租賃的租賃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影響性質

本集團就辦公室物業、醫療中心及其他設備之不同項目訂有租賃合約。作為承租人，
本集團先前按租賃是否評估為已將其資產所有權的絕大部分回報及風險轉予本集團，
將租賃分類為融資租賃或經營租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本集團就所有租
賃應用單一的方法確認及計量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惟就低價值資產（按逐項租賃
基準選擇）及短期租賃（按相關資產類別選擇）有兩項選擇豁免。本集團已選擇不就 

(i)低價值資產（例如筆記本電腦和電話）；及(ii)於開始日期租賃期為12個月或以下的租
賃確認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取而代之，本集團將有關該等租賃的租賃付款在租賃
期內按直線法確認為開支。

過渡的影響

於2019年7月1日的租賃負債按剩餘租賃付款的現值，使用於2019年7月1日的增量借貸
利率貼現後予以確認。

使用權資產按租賃負債的金額計量，並以任何與緊接2019年7月1日前在財務狀況表確
認的租賃有關的任何預付或應計租賃付款的金額予以調整。所有該等資產均於該日期
按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作減值評估。本集團選擇在財務狀況表分開呈列使用權資產。

於2019年7月1日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時，本集團已使用以下選擇性可行權宜
方法：

• 對租賃期由首次應用日期起12個月內終止的租賃應用短期租賃豁免
• 倘合約包含延期╱終止租賃的選擇權，則使用事後方式釐定租賃期
• 對具有合理相似特徵的租賃組合應用單一貼現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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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9年7月1日因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產生的影響如下：

於2019年
6月30日

採納香港
財務報告
準則第16號

之調整
於2019年

7月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財務狀況表

資產 
使用權資產 – 104,725 104,725

負債
流動租賃負債 – 51,042 51,042

非流動租賃負債 – 57,334 57,334

負債總額 – 108,376 108,376

留存利潤 137,664 (3,651) 134,013

於2019年7月1日的租賃負債與於2019年6月30日的經營租賃承擔對賬如下：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於2019年6月30日的經營租賃承擔 68,605

於2019年7月1日的加權平均增量借貸利率 3.91%

於2019年7月1日的已貼現經營租賃承擔 64,400

減： 有關短期租賃以及餘下租期將於2020年6月30日或之前結束之
  租賃的承擔 (324)

加：於2019年6月30日並未確認之可選擇延展期之付款 44,300

於2019年7月1日的租賃負債 108,376

新會計政策概要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披露之租賃會計政策為自2019年7月1日起採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後之以下新會計政策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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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權資產

使用權資產於租賃開始日期確認。使用權資產按成本減任何累計折舊及任何減值虧損計量，
並就租賃負債之任何重新計量作出調整。使用權資產之成本包括已確認租賃負債金額、已
發生初始直接成本及於開始日期或之前支付之租賃付款減已收取之任何租賃優惠。除非本
集團合理確定於租賃期終止時取得租賃資產之所有權，否則已確認使用權資產於估計使用
年期及租賃期（以較短者為準）內以直線法折舊。

租賃負債

租賃負債於租賃開始日期按於租賃期內作出之租賃付款現值確認。租賃付款包括固定付款（包
括實質固定付款）減任何應收租賃優惠、取決於某一指數或比率之可變租賃付款及預期根據
在剩餘價值擔保中將支付之金額。租賃付款亦包括本集團合理確定行使購買選擇權之行使價，
並倘租賃期反映了本集團行使終止選擇權，則須就終止租賃支付罰款。並非取決於某一指
數或比率之可變租賃付款於觸發付款之事件或狀況出現期間確認為開支。

於計算租賃付款現值時，倘租賃中所隱含之利率不易釐定，本集團則於租賃開始日期使用
增量借貸利率。於開始日期後，租賃負債金額增加，以反映利息增加及就所付之租賃付款
減少。此外，倘出現修改、指數或比率變動所產生之未來租賃付款變動、租賃期變動、實質
固定租賃付款變動或購買相關資產之評估更改，租賃負債之賬面值將重新計量。

釐定續租選擇權合約租賃期之重大判斷

本集團釐定租賃期及選擇權涵蓋之任何期間（倘合理確定將予行使）或終止租賃選擇權涵蓋
之任何期間（倘合理確定將不予行使）為不可撤銷租賃年期。

4. 經營分部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基於其產品及服務組織業務單位運營，且有如下兩個可呈報經營分部：

(a) 企業醫療保健解決方案服務（「向合約客戶提供企業醫療保健解決方案服務」）分部為
合約客戶提供企業醫療保健解決方案；及

(b) 臨床醫療保健服務（「臨床醫療保健服務」）包括提供醫療及牙科服務、健康檢查及其他
輔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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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分別監控本集團各經營分部的業績，以利便資源分配及業績評估的決策流程。分部
業績基於可呈報分部利潤╱虧損評估，為經調整除稅前利潤╱虧損的計量方法。經調整除
稅前利潤╱虧損按與本集團除稅前利潤╱（虧損）一致的方式計量，惟利息收入、其他收入
及收益、分佔合資公司及聯營公司損益以及總辦事處及公司開支不納入該計量。

分部間銷售及轉讓乃參考按當時現行市價向第三方銷售的售價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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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收入及業績
向合約

客戶提供
企業醫療
保健解決
方案服務

臨床醫療
保健服務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分部收入（附註5）：    
外部銷售 132,418 174,395 306,813
分部間銷售 791 51,640 52,431

133,209 226,035 359,244

調節：
分部間銷售抵銷 (52,431)

收入 306,813

分部業績 21,927 30,902 52,829

調節：
利息收入 3,054
其他收入及收益 7,868
分佔利潤及虧損：
合資公司 (169)
聯營公司 967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開支淨額 (6,245)

除稅前利潤 58,304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分部收入（附註5）：
外部銷售 121,834 139,867 261,701
分部間銷售 705 48,079 48,784

122,539 187,946 310,485

調節：
分部間銷售抵銷 (48,784)

收入 261,701

分部業績 16,058 24,175 40,233

調節：
利息收入 3,249
其他收入及收益 10,363
分佔利潤及虧損：
合資公司 128
聯營公司 1,175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開支 (62,883)

除稅前虧損 (7,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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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主要客戶資料

來自一名主要客戶（佔本集團來自向合約客戶提供企業醫療保健解決方案服務分部的
收入的10%或以上的客戶）的收入載列如下：

截至12月31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客戶A 22,095 23,290

5.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入之分析如下：

截至12月31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客戶合約收入   

提供企業醫療保健解決方案服務：   

醫療服務 119,962 112,691

牙科服務 12,456 9,143

提供臨床醫療保健服務：
醫療服務 145,952 109,209

牙科服務 28,443 30,658

306,813 26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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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分拆之收入資料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

分部

向合約客戶提供
企業醫療保健
解決方案服務

臨床醫療
保健服務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服務類型
醫療服務 119,962 145,952 265,914
牙科服務 12,456 28,443 40,899

客戶合約收入總額 132,418 174,395 306,813

地理市場
香港及澳門 129,123 149,993 279,116
中國 3,295 24,402 27,697

客戶合約收入總額 132,418 174,395 306,813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

分部

向合約客戶提供
企業醫療保健
解決方案服務

臨床醫療
保健服務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服務類型
醫療服務 112,691 109,209 221,900

牙科服務 9,143 30,658 39,801

客戶合約收入總額 121,834 139,867 261,701

地理市場
香港及澳門 120,588 116,727 237,315

中國 1,246 23,140 24,386

客戶合約收入總額 121,834 139,867 26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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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及收益的分析如下：

截至12月31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收入及收益   

行政支援費用 663 523

銀行利息收入 902 233

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的利息收入 1,962 1,991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投資的利息收入 190 1,025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投資的股息收入 4,447 –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的股息收入 66 66

出售附屬公司的收益 1,162 8,557

其他 1,530 1,217

10,922 13,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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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利潤╱（虧損）

本集團的除稅前利潤╱（虧損）乃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得出：

截至12月31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無形資產攤銷 1,203 56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0,897 9,807

使用權資產折舊 23,292 –

以權益結算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開支 

（包括僱員及專業顧問以及其他業務夥伴）（附註） 2,714 48,833

撥回以權益結算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開支（附註） (15,150) –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虧損 81 140

匯兌差額淨值 (16) (83)

出售附屬公司的收益 (1,162) (8,557)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的少數股東權益的虧損 – 88

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 153 16

附註： 上期間之結餘包括有關向本集團的業務夥伴Zheng He Health and Medical Resources 

Limited發行認股權證之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開支約46百萬港元。期內，由於若干非
市場條件在合約安排屆滿時並未達成，相應之以權益結算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開支
已經撥回。

7. 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已於期內對香港產生的估計應課稅利潤按16.5%（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
16.5%）的稅率計提撥備。其他地區應課稅利潤的稅項按本集團業務所在國家╱司法權區的
現行稅率計算。

截至12月31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香港   

期內支出 8,001 5,737

即期－其他地區
期內支出 1,583 1,255

過往期間超額撥備 – 26

遞延 (446) (199)

期內稅項開支總額 9,138 6,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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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截至12月31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確認為分派之股息：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
每股普通股2.55港仙（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年度：2.35港仙） 19,324 17,587

報告期末後擬派股息：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每股普通股0.65港仙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0.65港仙） 4,926 4,922

有關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年度之擬派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65港仙於2020年2月26日獲董事
會批准。有關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年度之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65港仙於2019年2月27日獲
董事會批准。

有關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2.55港仙（連同以股代息選項）
於2019年11月20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獲本公司股東批准。有關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年
度之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2.35港仙於2018年11月15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獲本公司股東批
准。

9.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金額乃基於期內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
未經審核綜合利潤45,551,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753,422,467股（此並不
包括股份獎勵計劃項下預留的股份）計算。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虧損金
額乃基於期內未經審核綜合虧損16,501,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747,501,870股（此並不包括股份獎勵計劃項下預留的股份）計算。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金額乃基於期內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
未經審核綜合利潤45,551,000港元。計算所用的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為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
用的期內已發行753,422,467股普通股，並不包括股份獎勵計劃項下預留的股份，以及假設
於所有購股權及股份獎勵計劃項下股份被視為已行使為普通股時，按無償方式發行的普通
股加權平均股數7,053,638股。

並無對於就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呈列之每股基本虧損金額作有關攤薄之調整，因
為已發行的潛在攤薄普通股對於就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呈列之每股基本虧損金額
之影響屬反攤薄。



19

10. 商譽

2019年 2019年
12月31日 6月30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期╱年初 163,711 58,227

收購附屬公司╱業務（附註16） 9,018 105,484

期╱年末 172,729 163,711

11. 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

2019年
12月31日

2019年
6月30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金融資產，按攤銷成本計量 63,989 60,734

分析作：
非即期部分 30,962 46,668

即期部分 33,027 14,066

63,989 60,734

於2019年12月31日，本集團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具有在2020年至2023年之間的固定到
期日，定息年利率介乎4.25%至8.50%（2019年6月30日：年利率介乎4.25%至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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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投資

2019年
12月31日

2019年
6月30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投資
非上市股本投資，按公允價值計量 13,808 17,828

上市股本投資，按公允價值計量 21,883 29,360

上市債務投資，按公允價值計量 5,750 5,750

41,441 52,938

以上投資已指定為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因為本集團認為此等投資在性質上屬策
略投資。

13. 貿易應收款項

2019年 2019年
12月31日 6月30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 99,019 104,997

本集團與其合約客戶之貿易條款主要以信貸方式進行。信貸期一般為1個月，對主要客戶可
延長至2個月。每名合約客戶均設有最高信用額度。本集團力求對未償還應收款項維持嚴格
控制，並設有指定政策，以監測並將信貸風險減至最低。逾期結餘由高級管理層定期審閱。
本集團並無就該等貿易應收款項餘額持有任何抵押品或其他信貸提升保障。貿易應收款項
不計息。

於報告期末的貿易應收款項按發票日期及扣除虧損撥備的賬齡分析如下：

2019年 2019年
12月31日 6月30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1個月內 60,002 71,823

1至2個月 18,007 12,350

2至3個月 10,721 12,531

3個月以上 10,289 8,293

99,019 104,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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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貿易應付款項

於報告期末的貿易應付款項按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2019年 2019年
12月31日 6月30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1個月內 32,310 30,609

1至3個月 17,928 18,587

3個月以上 214 393

50,452 49,589

貿易應付款項為免息且一般於30天至90天內結算。

15. 股本

2019年 2019年
12月31日 6月30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法定：
5,000,000,000股（2019年6月30日：5,000,000,000股）每股
面值0.001港元（2019年6月30日：0.001港元）的普通股 5,000 5,000

已發行及繳足：
757,818,000股（2019年6月30日：757,818,000股）每股
面值0.001港元（2019年6月30日：0.001港元）的普通股 758 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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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間，本公司的法定及已發行股本變動如下：

普通股數目 普通股面值
附註 千港元

法定：
於2018年7月1日、於2018年12月31日、 

於2019年6月30日、於2019年7月1日及 

於2019年12月31日 5,000,000,000 5,000

已發行及悉數繳足：
於2018年7月1日 753,405,000 753

行使購股權 (a) 4,413,000 5

於2019年6月30日、於2019年7月1日及 

於2019年12月31日 757,818,000 758

(a) (i) 3,200,000份購股權所附認購權按認購價每股1.2228港元行使，以致發行3,200,000股
每股面值0.001港元之普通股，扣除開支前之現金代價總額為3,913,000港元；及 

(ii) 1,213,000份購股權所附認購權按認購價每股1.27港元行使，以致發行1,213,000股每
股面值0.001港元之普通股，扣除開支前之現金代價總額為1,541,000港元。於行使購股
權後，合共1,693,000港元款項由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儲備轉撥至股份溢價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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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業務合併

為擴大醫療保健服務範圍，以及繼續為患者提供綜合而完善的醫療保健服務，於2019年10月
28日，本集團與數名第三方訂立買賣協議，以12.5百萬港元之代價收購一間在香港從事提供
磁力共振成像、掃描及化驗服務之公司之100%股權。所收購之主要資產包括物業、廠房及
設備以及其他營運資產。於2019年12月31日，所收購之可識別資產淨值之估值尚未敲定而本
集團已因此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業務合併首次確認可識別資產淨值之暫定
公允價值3,491,000港元及暫定商譽9,018,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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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及展望
聯合醫務成立於1990年，我們的願景是讓所有人獲得可信任及可負擔的服務，從
而在不用擔心健康的考慮下，追求自己的夢想。我們可以自豪地說，自1990年以
來我們已經取得了長足發展。聯合醫務與我們700多名醫生夥伴和服務提供者攜手，
每年在香港、澳門及中國內地服務及管理超過160萬就診人次。

今年恰逢是聯合醫務成立30周年，一路走來，我們百感交集。一方面，儘管香港
許多企業在過去12個月面臨諸多經濟挑戰，但聯合醫務仍保持了穩健的財務表現。
各個業務部門的整體收入均呈現增長，而經調整EBITDA亦有大幅增長。聯合醫
務持續落實我們各項發展策略：

• 在香港和澳門，聯合醫務持續善用科技，力求將患者體驗數碼化，並積極招
募專業人才加入，升級改善我們的第三方醫療行政管理服務，同時為非企業
客戶推出嶄新的高端醫療保健服務做好準備。我們的無紙化理賠流程方便易
用，廣獲支付方、提供者和患者的好評。聯合醫務亦與香港多間知名醫療集
團積極探索合作，建立戰略合作聯盟以拓展醫療保健服務的闊度和深度。最
近在我們與客戶的交流中，客戶們都對聯合醫務銳意創新求變的精神，以及
為升級服務組合持續做出的投資大表贊賞。

• 在中國內地，我們UMPeople不斷努力擴大GOLD™金牌培訓課程的覆蓋和豐
富課程內容。自上次公告以來，GOLD™金牌培訓課程聚焦粵港澳大灣區（「大
灣區」），至今已為中國內地逾200名醫生提供家庭醫生培訓。此外，我們與
大灣區各地政府開設的公私營合作（「PPP」）診所現已增至30家，遍布廣州、
東莞、中山、珠海、佛山和深圳各個城市，使我們成為大灣區最具規模的診
所網絡之一，我們現已制定2020年將開設更多PPP診所的計劃。同時，我們
新成立的遠程醫療團隊也已在中國內地推出遠程醫療服務平台，連接衆多已
通過GOLD™金牌培訓課程培訓認可的醫生，為向我們的會員按需提供面對
面遠程醫療服務而努力不懈。自2020年1月推出遠程醫療服務以來，所有使
用者所給予的反饋令人鼓舞。

另一方面，我們正與香港、澳門和中國內地的所有人一同並肩應對自嚴重急性呼
吸系統綜合症（沙士）以來最艱難的時期。聯合醫務於2003年經歷沙士時，我們都
希望類似的疫情不會再次發生，不幸的是，歷史總會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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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醫務應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措施一如既往。有賴於我們奮戰在前線的醫生
和臨床人員，並在業務行政管理團隊的支持下，我們的大部分門診服務網點如常
營業，服務公衆。令人動容的是，全體人員秉持一貫的敬業奉獻精神，竭盡所能
且從容地提供專業服務。我們謹對所有診所的醫療人員和行政人員表示最誠摯的
感謝，您們完全體現了UMPeople所代表的專業精神。

與此同時，我們不斷思考如何以自身的專業知識和科技去幫助更多人。自2020年2

月起，我們決定與廣州市越秀區政府和番禺區政府合作，為上述地區的所有居民
提供在線遠程醫療服務。繼而我們也向多家企業提供相同服務，以便他們的員工
和家人可以迅速獲得健康諮詢意見。我們在香港和中國內地的醫療團隊每天都在
討論，如何能更好地回覆患者關於新型冠狀病毒的諮詢。更重要的是，許多患者
在目前這個前景不明的時期承受著巨大壓力，我們的線上醫生細心傾聽他們的想
法，並為他們提供專業意見。

我們預計，未來數月的經營環境將充滿挑戰，短期內甚至可能導致財務業績的下
滑。但我們堅信，聯合醫務必定可以再次迎難而上。歷史一再告訴我們，凡是能
堅守企業願景和使命、在艱困時期堅持不懈、持續為社會作出貢獻的企業終將蓬
勃發展。

儘管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爆發期間，我們線下診所的求診人次明顯減少，但所有
客戶都對使用我們的遠程醫療服務都充滿興趣。我們相信，要讓患者及時獲得所
需要的醫療保健服務，聯合醫務必須要在科技創新方面持續投入，從而實現為所
有人提供可及和可負擔的醫療服務這個願景。因此，無論順境逆境，我們都將繼
續創新，致力為我們的客戶和患者帶來嶄新的解決方案。

溫斯頓 ·丘吉爾有句名言，「成功並不是終點，失敗並不是終結。唯有繼續前行的
勇氣才是最可貴的」。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提醒著聯合醫務，我們不能滿足於過
往的成就，必須快速適應環境變化、不斷創新。業務創新也許會遇到挫折，但絕
不會是終局，我們將不斷嘗試新的發展，致力實現願景。最重要的是，我們始終
堅持不懈地服務患者和客戶，這才是最可貴的。

感謝您的支持，我們期待在下一份報告為您提供進一步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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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業務
聯合醫務的業務範疇包括以下業務線：

1. 香港及澳門企業醫療保健解決方案服務

聯合醫務通過設計及管理針對其合約客戶度身定製的醫療保健福利計劃，提
供企業醫療保健解決方案。本集團最近將第三方管理（「第三方管理」）服務拓
展至我們保險公司客戶，擴大聯合醫務的企業醫療保健解決方案範圍。聯合
醫務旨在通過完善及多個不同專科的UMP網絡，提供便捷、可靠、協調、全
面及實惠的醫療保健服務。於2019年12月31日，UMP網絡包括超過700個位
於香港及澳門的服務點。

本集團的合約客戶包括(i)保險公司，為彼等保單持有人或保單持有人的僱員
就醫療保健服務與本集團訂立合約；及(ii)企業，為彼等僱員及╱或彼等之受
養人就醫療保健服務與本集團訂立合約。在設計醫療保健福利計劃時，本集
團與合約客戶密切合作，設計及優化企業醫療保健福利計劃，根據行業或有
關的職業健康問題、所需醫療福利的範圍、僱員特徵及其預算開支等因素，
針對每一客戶的需求提供度身定製的計劃。

2. 香港及澳門臨床醫療保健服務

聯合醫務向自費患者提供醫療、牙科及輔助服務。醫療服務方面，聯合醫務
提供(i)全科醫療服務，為患者的首個接觸點；及(ii)專科服務，覆蓋超過18個
不同專科。牙科服務方面，聯合醫務提供基本牙科護理及第二層牙科護理（例
如植牙）。輔助服務方面，聯合醫務提供醫學影像及化驗服務、物理治療以
及眼科護理等服務。

3. 中國保健業務

我們的中國保健業務目前包括(i)體檢業務；(ii)企業醫療保健解決方案業務；
(iii)在我們擁有及營運的診所內提供選定門診服務（如家庭醫學）；及(iv)根據
我們的GOLDTM金牌培訓課程向醫生及護士提供專業培訓。由於我們的企業
醫療保健解決方案業務仍處於發展階段，此業務分部的收入及經營利潤主要
來自體檢業務。我們目前的重點是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及大灣區內的
其他地區發展中國保健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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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線分析
香港及澳門企業醫療保健解決方案服務

來自此業務線的收入由121.3百萬港元增加7.1%至129.9百萬港元（分部間抵銷前），
乃由於就診人次及次均診費整體增加，而我們的經營利潤（除稅前及除非經常性
項目前經營利潤）由16.1百萬港元增加約17.5%至18.9百萬港元。我們的業績顯示
我們能透過向企業客戶、保險公司及患者進行市場行銷及提供一系列全面服務以
增加收入。

香港及澳門臨床醫療保健服務

來自此業務線的收入由164.8百萬港元增加約22.3%至201.6百萬港元（分部間抵銷
前），乃由於就診人次及次均診費整體增加，而我們的經營利潤（除稅前及除非經
常性項目前經營利潤）由18.9百萬港元增加約50.1%至28.3百萬港元。收入及經營
利潤於2020財政年度上半年有所增加乃由於2019財政年度全期確認先前收購的臨
床醫療保健業務的財務業績。

中國保健業務

來自此業務線的收入由24.4百萬港元增加約13.6%至27.7百萬港元（分部間抵銷前），
乃主要由於提供的體檢次數增加，而我們的經營虧損（除稅前及除非經常性項目
前經營虧損）由0.6百萬港元增加至2.6百萬港元。經營虧損增加主要是由於GOLDTM

金牌醫療專業培訓及遠程醫療業務的迅速發展，令該等業務的人力資源投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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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我們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以及相應期間的業務線收入及經營利
潤以供比較：

按業務線劃分收入

截至12月31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增加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及澳門企業醫療保健 

解決方案服務 129,914 121,293 7.1%

香港及澳門臨床醫療保健服務 201,633 164,805 22.3%

中國保健業務 27,697 24,387 13.6%

合計 359,244 310,485 15.7%

按業務線劃分經營利潤

截至12月31日止六個月 增加╱
2019年 2018年 （減少）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及澳門企業醫療保健解決方案服務 18,873 16,062 17.5%

經營利潤率 14.5% 13.2%

香港及澳門臨床醫療保健服務 28,341 18,876 50.1%

經營利潤率 14.1% 11.5%

中國保健業務 (2,602) (599) 334.4%

(1) 上表所呈列業務線收入為進行分部間銷售抵銷前。

(2) 按業務線劃分經營利潤為各業務線的除稅前經營利潤，不包括非經常性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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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2020財政年度上半年與2019財政年度上半年比較

收入

於2020財政年度上半年，我們的收入主要產生自(i)於香港及澳門向合約客戶提供
企業醫療保健解決方案；(ii)於香港及澳門提供臨床醫療保健服務及(iii)於中國提
供醫療保健服務。

總綜合收入由2019財政年度上半年261.7百萬港元增加17.2%至2020財政年度上半
年306.8百萬港元，乃主要由於(i)向合約客戶提供企業醫療保健解決方案服務以及
於香港及澳門向自費患者提供臨床醫療保健服務所產生收入由237.3百萬港元增加
至279.1百萬港元；及(ii)來自中國保健業務的收入由24.4百萬港元增加至27.7百萬
港元。

於香港及澳門向合約客戶提供企業醫療保健解決方案服務

來自向香港及澳門的合約客戶提供企業醫療保健解決方案服務的收入由2019財政
年度上半年120.6百萬港元增加7.1%至2020財政年度上半年129.1百萬港元。

• 醫療。向合約客戶提供醫療服務的收入由2019財政年度上半年111.5百萬港元
增加4.8%至2020財政年度上半年116.7百萬港元，乃主要由於尋求醫療服務的
患者就診次數及次均診費增加。

• 牙科。向合約客戶提供牙科服務的收入由2019財政年度上半年9.1百萬港元增
加36.3%至2020財政年度上半年12.4百萬港元，乃主要由於尋求牙科服務的患
者就診次數及次均診費增加。

於香港及澳門提供臨床醫療保健服務

• 醫療。向自費患者提供醫療服務的收入由2019財政年度上半年86.1百萬港元
增加41.1%至2020財政年度上半年121.5百萬港元，乃主要由於尋求醫療服務
的自費患者就診次數及次均診費增加。

• 牙科。向自費患者提供牙科服務的收入由2019財政年度上半年30.7百萬港元
減少約7.5%至2020財政年度上半年28.4百萬港元，乃主要由於自費患者就診
次數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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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保健業務

來自中國保健業務的收入由2019財政年度上半年24.4百萬港元增至2020財政年度
上半年27.7百萬港元，乃主要由於為到海外留學或工作的中國居民提供的體檢次
數以及為企業僱員及保險計劃成員提供的體檢次數增加。

其他收入及收益

其他收入及收益主要包括行政支援費用（包括向聯屬醫生、聯屬牙醫及聯屬輔助
服務提供者提供行政支援所產生的費用）、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的利息收入、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投資以及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投資之股息收入、
銀行存款以及出售附屬公司及固定資產之收益。

其他收入及收益由2019財政年度上半年13.6百萬港元減少19.9%至2020財政年度上
半年10.9百萬港元。其減少主要由於在2018年9月完成出售一間附屬公司（其為投
資物業的實益擁有人）後帶來的出售收益，而於2020財政年度上半年並無錄得此
項目，部分被從一項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投資收取特別股息所抵銷。

專業服務費用

專業服務費用主要包括就醫生、牙醫及輔助服務提供者於UMP網絡內提供的醫療
服務、牙科服務及輔助服務向其支付的費用，以及就第三方化驗及檢測中心向本
集團提供的服務而支付的費用。

專業服務費用由2019財政年度上半年107.1百萬港元增加14.1%至2020財政年度上
半年122.2百萬港元，主要由於醫生、牙醫及其他專業人士提供服務的成本增加。
該增長百分比一般與本集團於2020財政年度上半年的綜合收入增加一致。

物業租金及相關開支

物業租金及相關開支由2019財政年度上半年24.9百萬港元減少74.7%至2020財政年
度上半年6.3百萬港元，主要由於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後若干租賃開支已
反映作使用權資產之折舊及租賃負債的利息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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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舊及攤銷

折舊及攤銷由2019財政年度上半年的9.9百萬港元顯著增加至2020財政年度上半年
的35.4百萬港元，主要是由於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導致在租賃開始日
以直線法按估計使用年期和租期兩者中較短者確認使用權資產折舊。

其他開支淨額

其他開支淨額主要包括就本集團的應收╱應付聯營公司款項作出減值虧損撥備淨
額、認股權證開支以及日常開銷，例如水電、經營及其他行政開支（例如審核費用、
法律費用、與本集團辦公室及醫療設備相關的維修及保養開支、印刷費及銀行收
費）。

其他開支淨額由2019財政年度上半年的約62.2百萬港元減少89.7%至2020財政年度
上半年的6.4百萬港元，主要由於(i)根據認股權證文據之條款及條件向鄭和發行
110,411,000份本公司認股權證而就此於2019財政年度上半年錄得46百萬港元之非
現金以權益結算的股份支付開支，而2020財政年度上半年並無錄得此項目；及 

(ii)於2020財政年度上半年內錄得非現金以權益結算的股份支付開支之撥回約15百
萬港元，原因為第二項及第三項歸屬里程碑之相關條款及條件並無在其於2019年
11月14日屆滿前達成。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日期為2018年7月27日、2018年8月30日
及2018年12月6日之本公司公告，以及日期為2018年10月29日之本公司通函（「該通
函」）。

2020財政年度上半年的經營數據與2019財政年度上半年比較數據概要

按經營分部劃分收入

截至12月31日止六個月 增加╱
2019年 2018年 （減少）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提供企業醫療保健解決方案服務 132,418 121,834 8.7%

醫療 119,962 112,691 6.5%

牙科 12,456 9,143 36.2%

提供臨床醫療保健服務 174,395 139,867 24.7%

醫療 145,952 109,209 33.6%

牙科 28,443 30,658 (7.2%)

合計 306,813 261,701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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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經營分部劃分就診次數

截至12月31日止六個月 增加╱
2019年 2018年 （減少）
千港元 千港元

提供企業醫療保健解決方案服務 636,819 613,218 3.8%

醫療 621,427 600,858 3.4%

牙科 15,392 12,360 24.5%

 

提供臨床醫療保健服務 144,134 131,737 9.4%

醫療 124,749 109,576 13.8%

牙科 19,385 22,161 (12.5%)

合計 780,953 744,955 4.8%

主要財務狀況項目
使用權資產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為於2020財政年度上半年採納的新會計政策），使
用權資產於租賃開始日期確認。使用權資產按成本減去任何累計折舊和任何減值
虧損後的金額計量，並就租賃負債的任何重新計量進行調整。使用權資產的成本
包括已確認的租賃負債金額、已產生的初始直接成本以及在開始日期或之前已作
出的租賃付款減已收到的任何租賃優惠。已確認的使用權資產以直線法按估計可
使用年期和租期之較短者計提折舊。

於2019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使用權資產為81.4百萬港元（2019年6月30日：無）。

於合資公司之投資

上海合敦為於2016年7月下旬與一牙醫集團成立的各佔一半股權之合資公司，以在
上海與牙科專才建立平台並在上海為本集團提供牙科服務。上海合敦已於2020財
政年度上半年清盤，導致於2019年12月31日的賬面值為零（於2019年6月30日：1.2

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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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

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主要指上市公司發行的有價公司債券，按固定年利率
4.25%至8.50%計息。於一年內及一年後到期的有價債務證券分別分類為流動資產
及非流動資產。本集團每半年及每年收取相關利息付款。

於2019年12月31日及2019年6月30日，本集團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分別為
64.0百萬港元（其中33.0百萬港元分類為流動資產而31.0百萬港元分類為非流動資產）
及60.7百萬港元（其中14.0百萬港元分類為流動資產而46.7百萬港元分類為非流動
資產）。

租賃負債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為於2020財政年度上半年採納的新會計政策），租
賃負債在租賃開始日期以在租賃期內將作出的租賃付款的現值確認。在開始日期
之後，租賃負債的金額予以上調以反映利息的增加，並就已作出的租賃付款而減少。

於2019年12月31日，租賃負債的賬面值為85.5百萬港元（其中44.7百萬港元分類為
流動負債而40.8百萬港元分類為非流動負債），而於2019年6月30日（採納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16號前）為無。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過往主要透過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支持其業務經營。本公司股份於香港聯交
所上市後，本集團擬動用經營活動所得現金及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來滿足其流
動資金需求。本集團亦可能尋求借款來滿足流動資金需求。截至2019年12月31日，
本集團持有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241.8百萬港元。

截至本公告日期，本集團並無任何銀行借款或未償還銀行貸款，亦無訂立任何銀
行貸款融資。

資本結構
於2018年10月24日，本公司與鄭和及羅肇華（「羅先生」，鄭和的最終實益擁有人及
最終控制人）訂立認購協議（「認購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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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發行非上市認股權證的詳情載於日期為2018年7月27日、2018年8月30日及
2018年12月6日的本公司公告，以及日期為2018年10月29日的本公司通函。於2018年
12月6日，本公司已向鄭和提名的三(3)名鄭和一方發行合共110,411,000份認股權證，
據此彼等有權根據認股權證文據的條款及條件，按每股認股權證股份2.06港元認
購最多合共110,411,000股認股權證股份。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年度，36,803,667

份認股權證已歸屬，而於期內，其餘73,607,333份認股權證為未歸屬及未行使，並
已於2019年11月14日失效。

於2019財政年度，36,803,667份認股權證股的認購價已因為分派截至2018年12月31

日止六個月每股股份0.65港仙的中期股息而調整，令本公司已發行非上市認股權
證的初始認購價（「初始認購價」）根據認股權證文據由2.06港元調整至2.0521港元
（「首次調整後的初始認購價」）。

於2020財政年度上半年，本公司派發末期股息，令初始認購價根據認股權證文據
由首次調整後的初始認購價2.0521港元調整至2.0136港元。

除上述者外，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期間，本公司的資本結構並無變動。本公司
的資本包括普通股及其他儲備。

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
於2019年11月1日，本公司以12.5百萬港元之代價收購一間醫療掃描及化驗中心之
100%股權。詳情請參閱本公告第23頁財務報表附註內附註16「業務合併」項下。

除上文所述者外，本集團於2020財政年度上半年並無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

資本開支
期內資本開支主要有關裝修及為本集團醫務及醫學影像中心購置機械及設備。於
2020財政年度上半年，本集團產生資本承擔合共約17.8百萬港元（2019財政年度上
半年：7.1百萬港元）。

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
除加強本集團現有業務及誠如招股章程所披露的未來計劃外，本集團於2019年12月
31日並無任何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的具體未來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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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
或然負債

於2019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資產負債表外安排。

資本承擔

本集團於2019年12月31日並無重大未履行資本承擔。

資產抵押
於2019年12月31日，本集團抵押賬面值合共1.4百萬港元（2019年6月30日：1.4百萬
港元）的若干存款，乃有關由一家銀行向一名獨立第三方就潛在牙科設備損壞及
醫療服務的潛在干擾發出的履約保證以及由一家銀行就本集團租賃一家醫務中心
向業主作出的銀行擔保。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2019年12月31日，本集團共有429名（2019年6月30日：456名）全職僱員。於2020

財政年度上半年，員工成本（包括以薪金及其他福利形式的董事薪酬）約為72.6百
萬港元（2019財政年度上半年：67.3百萬港元）。

本集團確保其僱員的薪金水平具競爭力，僱員按工作表現基準獲得獎勵，且經參
考本集團盈利能力、行業內現行的薪酬基準以及本集團薪酬體系整體框架內的市
場狀況。

此外，本公司亦採納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及首次公開發售後購股權計劃，
而合資格僱員及顧問因彼等對本集團作出貢獻而有權認購股份。於2019年12月31日，
27,008,000份購股權尚未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行使，並無購股權已於
2020財政年度上半年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獲行使。於2019年12月31日，
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後購股權計劃授出的19,270,000份購股權尚未獲行使，並無購
股權已於2020財政年度上半年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後購股權計劃獲行使。

本公司亦採納股份獎勵計劃，以就選定參與者對本集團作出貢獻而向彼等提供獎
勵及回報。於2020財政年度上半年，本公司已購入若干股份並根據股份獎勵計劃
授出1,290,000股獎勵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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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薪酬方案由薪酬委員會審閱並由董事會批准，乃根據相關董事的經驗、職責、
工作量及於本集團投放的時間、本公司的經營業績及可資比較市場數據決定。

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宣派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65港仙（2018

財政年度中期股息：0.65港仙）。中期股息將派付予於2020年3月18日（星期三）名
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本公司股東。預期中期股息將於2020年4月9日（星期四）或前
後派付。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為釐定收取中期股息之資格，本公司將於2020年3月16日（星期一）至2020年3月18日
（星期三）止（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於此期間將不會辦理本
公司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確保符合資格收取中期股息，所有股份過戶表格連同
有關股票須不遲於2020年3月13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送達本公司之股份過
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54樓）
辦理登記。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致力維持高水平的企業管治及透明度。本公司確認，除下文所述偏離第A.2.1

條之規定外，本公司於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期間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的守則條文。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與行政總裁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
人同時兼任。孫耀江醫生兼任主席及行政總裁。董事會認為，由孫耀江醫生這樣
經驗豐富的合資格人士擔任主席兼行政總裁可為本公司提供強有力而貫徹一致的
領導，同時得以使規劃及實施業務決策及策略兼具成效及效率。董事會認為，此
結構不會影響董事會與本集團管理層之間的權利及授權平衡。

董事會將不時審閱企業管治架構及常規，並於其認為適當時作出必要安排。

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標準守則作為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的行為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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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對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本公司確認董事已於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六個
月內遵守標準守則。

可能知悉本集團內幕消息的相關僱員亦須遵守僱員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準則，其
條款不遜於標準守則所訂標準。就本公司所深知，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
並無出現違反僱員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準則的情況。

審閱中期業績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李聯偉先生（銅紫荊星章，太平紳士）（主
席）、李國棟醫生（銀紫荊星章，太平紳士）及楊榮燊先生，彼等已與本公司管理
層審閱本集團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業績，並認為該等中
期業績已根據有關會計準則、上市規則及適用法律規定編製，且本公司已作出適
當披露。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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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期後事項
本集團於2019年12月31日後及直至本公告日期並無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

刊載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中期業績公告須分別刊載於香港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指定網
站(www.ump.com.hk)。本公司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將於適當
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於香港聯交所以及本公司的網站上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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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2019財政年度上半年」 指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

「2020財政年度上半年」 指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

「聯屬診所」 指 並非由本集團經營但已經或將直接與本集團
訂立協議的診所，據此向計劃成員提供醫療
服務、牙科服務及╱或輔助服務；

「聯屬醫生」、 

「聯屬牙醫」或 

「聯屬輔助 

服務提供者」

指 已經或將直接與本集團訂立協議提供服務予
計劃成員的醫生╱牙醫╱輔助服務提供者，
彼等已經或將根據該等協議條款按就診的計
劃成員數目向本集團收取款項；

「審核委員會」 指 董事會之審核委員會；

「輔助服務」 指 包括（除其他服務外）醫學影像及化驗服務、
物理治療、中醫、眼科護理及驗光以及兒童健
康發展評估；

「輔助服務提供者」 指 已經或將直接受本集團委聘為顧問以根據與
本集團簽訂的顧問協議的條款在聯合醫務中
心內提供輔助服務的輔助服務提供者，以及
聯屬輔助服務提供者；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或「聯合醫務」 指 聯合醫務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根據開曼群島
法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
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722）；

「合約客戶」 指 就計劃成員醫療保健福利已經或將與本集團
訂立企業計劃的保險公司及企業的統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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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 指 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

「牙科服務」 指 包括基本牙科服務（如洗牙及拋光）以及第二
層牙科服務（如牙冠及牙橋、口腔正畸、植齒
及牙齒美白）；

「牙醫」 指 已經或將直接受本集團委聘為顧問以根據與
本集團簽訂的顧問協議的條款在聯合醫務中
心內提供服務的牙醫，以及聯屬牙醫；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醫生」 指 已經或將直接受本集團委聘為顧問以根據與
本集團簽訂的顧問協議的條款在聯合醫務中
心內提供服務的醫生，以及聯屬醫生；

「2019財政年度」 指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年度；

「全科醫生」、 

「全科醫療」或「GP」
指 接受全科訓練的醫生，最適合為患者提供首

次診斷，具備所需知識按需要轉介患者至適
合專科或服務；

「全球發售」 指 本公司向香港公眾人士及依據S規例在美國境
外的離岸交易中發售股份，詳情載於招股章
程「全球發售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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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及澳門臨床 

醫療保健服務」
指 向自費患者提供臨床醫療保健服務，如本公

告「業務回顧及展望」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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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及澳門企業 

醫療保健解決 

方案服務」

指 提供企業醫療保健解決方案，如本公告「業務
回顧及展望」所述；

「香港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澳門」 指 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

「醫療」或「醫療服務」 指 包括全科醫療及專科醫療；

「標準守則」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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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劃成員」 指 本集團企業醫療保健福利計劃成員，一般包
括集團醫療保險保單持有人及機構的僱員及
╱或其受養人；

「首次公開發售後購股權 

計劃」
指 本公司於2015年11月2日批准及採納的首次公

開發售後購股權計劃；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
澳門及台灣）；

「中國保健業務」 指 包括(i)體檢業務；(ii)企業醫療保健解決方案
業務；(iii)在我們擁有及營運的診所內提供選
定門診服務（如家庭醫學）；及(iv)根據我們的
GOLD™金牌培訓課程向醫生及護士提供專業
培訓等；

「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 

計劃」
指 董事會於2015年8月18日批准及採納的首次公

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

「招股章程」 指 日期為2015年11月17日之本公司招股章程；

「薪酬委員會」 指 董事會之薪酬委員會；



41

「自費患者」 指 到本集團經營的聯合醫務中心求診並使用現
金或信用卡支付診金的患者；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01港元之普通股；

「股份獎勵計劃」 指 董事會於2016年6月30日批准及採納的股份獎
勵計劃；

「專科醫療」或 

「專科服務」
指 一系列專科醫療，包括家庭醫學科、內科、外

科、兒科、心臟科、皮膚科、耳鼻喉科、骨
科、眼科、泌尿科、腸胃肝臟科、放射科、內
分泌及糖尿科等。專科醫療之經更新清單請
參閱www.ump.com.hk；

「聯合醫務中心」 指 提供醫療服務、牙科服務及╱或輔助服務的
醫務中心，由本集團經營；

「UMP網絡」 指 包括(i)本集團經營的聯合醫務中心及(ii)聯屬
診所（並非由本集團經營的診所，惟已與本集
團訂立協議向計劃成員提供醫療服務、牙科
服務及╱或輔助服務）；

「認股權證」 指 本公司於2018年12月6日發行之合共110,411,000份
本公司認股權證，有關認股權證可行使（須符
合若干條件）成為合共110,411,000股本公司新
股份。詳情請參閱日期分別為2018年7月27日、
2018年8月30日及2018年12月6日之本公司公告
以及日期為2018年10月29日之本公司通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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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和」 指 Zheng He Heal th and Medical Resources 

Limited，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私
人股份有限公司（或受羅肇華先生或其家族信
託或產業控制的有關公司或信託）。

於本公告中，除文義另有所指外，「附屬公司」及「主要股東」應具有上市規則所賦
予該等詞彙的相同涵義。

承董事會命
聯合醫務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孫耀江

香港，2020年2月26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主席、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孫耀江醫生、董事總
經理兼執行董事郭卓君女士、執行董事曾安業先生、孫文堅醫生、李家聰先生及
李柏祥醫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李聯偉先生（銅紫荊星章，太平紳士）、李國棟
醫生（銀紫荊星章，太平紳士）及楊榮燊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