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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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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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2022年12月31日
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連同2021年同期之比較數字。

中期業績摘要
截至12月31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增加╱（減少）
(A) 經營業績（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收入 365,102 358,210 6,892 2%
 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的 

 利潤（附註a）
101,820 98,615 3,205 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利潤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42,469 44,661 (2,192) (5%)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 1,666 (1,666) (100%)

 總計 42,469 46,327 (3,858) (8%)

(B) 每股數據（港仙）
每股盈利－基本及攤薄 5.425 6.053 (0.628) (10%)
每股股息－中期 1.70 1.50 0.20 13%

(C) 財務狀況（千港元）
於2022年
12月31日

於2022年
6月30日

現金及抵押存款 286,902 238,120 48,782 20%
股東資金 725,329 698,653 26,676 4%

(D) 主要比率(%)
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的利潤╱ 
 收入－持續經營業務

28% 28% 0%

純利率 12% 14% (2%)
股東資金回報率 6% 7% (1%)

附註a： 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的利潤代表本期間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利潤加上在計算本期間
利潤時扣除的以下各項：融資成本淨額、所得稅費用、折舊及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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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

截至12月31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收入 5 365,102 358,210

其他收入及收益 5 8,873 4,278
專業服務費用 (122,988) (127,297)
員工福利開支 (90,202) (83,890)
物業租金及相關開支 (6,479) (4,637)
已耗存貨成本 (19,960) (19,946)
折舊及攤銷 (49,893) (37,603)
其他支出淨額 (29,379) (29,245)
融資成本 (2,966) (1,834)
分佔（虧損）╱利潤：
合資公司 (198) 618
聯營公司 (1,990) 1,501

除稅前利潤 6 49,920 60,155

所得稅費用 7 (7,631) (10,981)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期內利潤 42,289 49,174

已終止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的 
期內利潤 8 – 1,197

期內利潤 42,289 50,371

以下各方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42,469 44,661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 1,666

42,469 46,327
非控股權益 (180) 4,044

42,289 50,371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10

基本及攤薄
－持續經營業務 5.425港仙 5.835港仙
－已終止經營業務 – 0.218港仙

總額－包括已終止經營業務 5.425港仙 6.053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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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入表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

截至12月31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利潤 42,289 50,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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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707

因出售附屬公司而解除儲備 – (1,786)

於其後期間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其他 

全面收入╱（虧損）淨額 311 (1,079)

於其後期間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其他 

全面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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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12 3,717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扣除稅項 7,123 2,638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49,412 53,009

以下各方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49,592 48,965

－非控股權益 (180) 4,044

49,412 53,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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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2022年12月31日

2022年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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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054 141,501

使用權資產 137,105 135,998

商譽 164,768 164,768

其他無形資產 58,939 59,852

於合資公司的投資 7,780 7,978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21,172 24,782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投資 12 37,547 31,517

應收融資租賃 4,890 5,858

遞延稅項資產 7,398 5,110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的預付款項 22,857 3,968

保證金 24,899 23,453

非流動資產總額 624,409 604,785

流動資產
存貨 11,980 8,834

貿易應收款項 13 102,131 81,414

預付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其他資產 31,610 29,008

應收融資租賃 1,917 1,578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29,139 28,529

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 11 6,273 18,865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6,075 22,999

應收一間合資公司款項 340 1,119

應收關聯公司款項 1,387 1,446

可收回稅項 4,907 904

抵押存款 2,393 2,39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84,509 235,727

流動資產總額 482,661 432,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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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2022年12月31日

2022年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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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649 39,057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5 90,837 58,543
應付非控股股東款項 15,513 2,293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282 976
應付關聯公司款項 2,398 2,254
撥備 2,008 2,347
租賃負債 66,498 63,272
應付稅項 15,435 25,738

流動負債總額 236,620 194,480

流動資產淨額 246,041 238,33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870,450 843,121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86,962 85,069
遞延稅項負債 12,701 13,306
撥備 9,011 7,441

非流動負債總額 108,674 105,816

資產淨額 761,776 737,305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6 793 793
儲備 724,536 697,860

725,329 698,653

非控股權益 36,447 38,652

權益總額 761,776 737,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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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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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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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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公允價值計量的股本投資、債務投資以及應收或有代價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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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30日止年度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3. 會計政策及披露變動

編製本集團截至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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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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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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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之修訂，物業、廠房及設備：擬定用途前之所得款項

•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之修訂，撥備、或然負債及或然資產：虧損性合約－履行合約的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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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並無採用任何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新準則或詮釋。採納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之影響論述如下：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之修訂，物業、廠房及設備：擬定用途前之所得款項

該等修訂禁止實體從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成本扣除出售該資產可使用前所生產項目之
所得款項。相反，銷售所得款項及相關成本應計入損益。該等修訂對該等財務報表並無重
大影響，此乃由於本集團並無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可使用前所生產之項目。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之修訂，撥備、或然負債及或然資產：虧損性合約－履行合約的成本

該等修訂澄清企業在評估合約是否構成虧損性合約時，履行合約之成本需包括履行合約之
增量成本及其他履行合約之直接成本之分攤金額。

過往，本集團在釐定合約是否構成虧損性合約時僅包括增量成本。根據過渡條文，本集團
已將新會計政策應用於其在2022年7月1日尚未履行全部責任之合約上，並且推斷概無合約
屬虧損性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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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有如下三個可呈報經營分部：

(a) 香港及澳門企業醫療保健解決方案服務分部為位於香港及澳門的合約客戶提供企業醫
療保健解決方案；

(b) 香港及澳門臨床醫療保健服務分部包括於香港及澳門提供醫療及牙科服務、醫學影像
及化驗服務、體檢及其他輔助服務；及

(c) 中國內地臨床醫療保健服務分部為在中國內地提供體檢服務及選定門診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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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計量方法。經調整除稅前利
潤按與本集團除稅前利潤一致的方式計量，當中不包括利息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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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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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 收入及業績

持續經營業務

香港及澳門 中國內地

企業
醫療保健
解決方案

服務
臨床醫療
保健服務

臨床醫療
保健服務

持續
經營業務

小計
已終止

經營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分部收入：
外部銷售 128,371 217,962 18,769 365,102 – 365,102
分部間銷售 201 63,293 – 63,494 – 63,494

128,572 281,255 18,769 428,596 – 428,596
調節：
分部間銷售抵銷 (63,494) – (63,494)

收入 365,102 – 365,102

分部業績 23,498 30,071 6,114 59,683 – 59,683
調節：
利息收入 959
其他收入及收益 7,914
分佔虧損：  
合資公司 (198)
聯營公司 (1,990)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開支淨額 (16,448)

除稅前利潤 49,920
所得稅費用 (7,631)

期內利潤 42,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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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經營業務

香港及澳門 中國內地

企業
醫療保健
解決方案

服務
臨床醫療
保健服務

臨床醫療
保健服務

持續
經營業務

小計
已終止

經營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分部收入：
外部銷售 123,517 211,988 22,705 358,210 6,099 364,309

分部間銷售 973 60,999 – 61,972 – 61,972

124,490 272,987 22,705 420,182 6,099 426,281

調節：
分部間銷售抵銷 (61,972) – (61,972)

收入 358,210 6,099 364,309

分部業績 19,386 51,843 529 71,758 1,197 72,955

調節：
利息收入 982

其他收入及收益 3,796

分佔利潤：
合資公司 618

聯營公司 1,501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開支淨額 (18,500)

除稅前利潤 61,352

所得稅費用 (10,981)

期內利潤 50,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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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主要客戶資料

來自兩名企業醫療保健解決方案服務分部主要客戶的收入載列如下：

截至12月31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客戶A 23,241 20,409

客戶B 14,713 20,099

5.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收入之分析如下：

經分拆之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收入之資料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

截至12月31日止六個月 增加╱
2022年 2021年 （減少）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香港及澳門提供企業醫療保健 
解決方案服務 128,371 123,517 3.9%

醫療 118,499 112,435 5.4%

牙科 9,872 11,082 (10.9%)

於香港及澳門提供臨床醫療保健服務 217,962 211,988 2.8%

醫療 186,253 181,567 2.6%

牙科 31,709 30,421 4.2%

中國內地臨床醫療保健服務 18,769 22,705 (17.3%)

合計 365,102 358,210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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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其他收入及收益的分析如下：

截至12月31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行政支援費用 189 317

銀行利息收入 579 49

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的利息收入 244 928

融資租賃之利息收入 135 –

租金收入 1,059 –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投資的股息收入 5,106 2,188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的股息收入 – 70

出售附屬公司的收益 – 459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收益 609 –

其他 952 267

8,873 4,278

6. 除稅前利潤

本集團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除稅前利潤乃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得出：

截至12月31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無形資產攤銷 914 1,155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4,744 9,097

使用權資產折舊 34,235 27,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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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3 2,622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 

（收益）╱虧損 (609) 1,547

匯兌差額淨值 (78) 79

出售附屬公司的收益 – (459)

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 31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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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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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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簡明綜合損益表扣除的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所得稅金額代表：

截至12月31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香港
期內支出 11,579 10,619

即期－中國內地╱澳門
期內支出 245 567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1,300) –

遞延 (2,893) (205)

期內稅項支出總額 7,631 10,981

8. 已終止經營業務

於2021年12月31日，本公司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大灣區醫療集團有限公司（「大灣區醫療集
團」，前稱為聯合醫務中國有限公司）的55%股權以22百萬港元的代價出售。交易完成後，本
集團在大灣區醫療集團的持股比例從80%降至25%而本集團不再控制大灣區醫療集團。因此，
大灣區醫療集團及其附屬公司已成為本集團的聯營公司。由於所出售的業務被認為是主要
的業務線，相應的業務在出售完成後已分類為已終止經營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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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期間，此等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業績如下：

截至2021年
12月31日
止六個月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收入 6,099

其他收入及收益 5,379

專業服務費用 (3,571)

員工福利開支 (9,374)

已耗存貨成本 (362)

折舊及攤銷 (4,212)

其他支出淨額 (8,025)

融資成本 (149)

除稅前虧損 (14,215)

所得稅費用 –

(14,215)

出售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收益 15,412 

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期內利潤 1,197



14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全面收入總額

截至2021年
12月31日
止六個月
千港元

（未經審核）

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期內利潤 1,197

其他全面虧損
於其後期間可能重新分類至 

損益的其他全面虧損：
折算海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692)

因出售附屬公司而解除儲備 (1,786)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扣除稅項 (2,478)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1,281)

以下各方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812)

非控股權益 (469)

(1,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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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已於2021年12月31日完成。資產及負債於2021年12月31日（出售日期）的賬面值如下：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物業、廠房及設備 15,342

使用權資產 5,534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投資 494

保證金 2,101

存貨 167

貿易應收款項 1,585

預付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其他資產 1,27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4,349

貿易應付款項 (2,191)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4,962)

租賃負債 (6,121)

應付關聯公司款項 (17,143)

非控股權益 (4,086)

16,341

出售之收益 15,412

因出售而解除儲備 (1,786)

29,967

代表：
已收現金代價 22,000

本集團現有股權的公允價值 7,967

29,967

於2021年12月31日（出售日期）有關出售附屬公司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流出淨額之分析如下：

千港元
（未經審核）

以下列方式支付：
已收現金代價 22,000

已出售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4,349)

有關出售附屬公司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流出淨額 (2,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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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息

截至12月31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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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30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
每股普通股3.00港仙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年度：2.80港仙） 23,780 21,476

報告期末後擬派股息：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每股普通股1.70港仙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1.50港仙） 13,786 11,890

有關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年度之擬派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70港仙於2023年2月23日獲董事
會批准。有關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年度之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50港仙於2022年2月24日獲
董事會批准。

有關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3.00港仙（連同以股代息選項）於2022

年11月25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獲本公司股東批准。有關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年度之末
期股息每股普通股2.80港仙於2021年11月26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獲本公司股東批准。

10.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截至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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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69,000港元（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46,327,000港元）及期內已
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782,842,495股（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765,417,711股）（此
並不包括股份獎勵計劃項下預留的股份）計算。

截至2022年及2021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的每股攤薄盈利與其相應之每股基本盈利相同，此乃
由於兩個期間內並無潛在攤薄的已發行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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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

2022年 2022年
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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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73 18,865

分析作：
非即期部分 – –

即期部分 6,273 18,865

6,273 18,865

於2022年12月31日，本集團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具有在2023年的固定到期日，定息年
利率為6.15%（2022年6月30日：年利率介乎4.25%至6.875%）。

12.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投資

2022年 2022年
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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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0 3,885

上市股本投資，按公允價值計量 33,677 27,632

37,547 3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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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期內，本集團從一項非上市股本投資及一項上市股本投資收取餘額分別約為30,000港元（截
至2021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無）及5,076,000港元（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2,258,000

港元）的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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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貿易應收款項

2022年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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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131 8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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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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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363 54,110

1至2個月 19,195 11,546

2至3個月 14,360 10,456

3個月以上 8,213 5,302

102,131 8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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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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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08 27,604

1至3個月 13,820 11,089

3個月以上 121 364

43,649 39,057

貿易應付款項為免息且一般於30天至90天內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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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022年 2022年
12月31日 6月30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合約負債 (a) 20,981 19,081

其他應付款項 (b) 21,871 21,366

應付股息 23,780 –

應計費用 (b) 18,860 15,017

已收保證金 5,345 3,079

90,837 58,543

附註：

(a) 合約負債的詳情如下：

2022年 2022年
12月31日 6月30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從客戶收到的墊款
向合約客戶提供企業醫療 

保健解決方案服務 15,338 13,114

提供臨床醫療保健服務 5,643 5,967

20,981 19,081

(b)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不計息，且一般按要求償還。

16. 股本

2022年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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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30日：5,000,000,000股） 
每股面值0.001港元（2022年6月30日：0.001港元） 
的普通股 5,000 5,000

已發行及繳足：
792,666,555股（2022年6月30日：792,666,555股） 
每股面值0.001港元（2022年6月30日：0.001港元） 
的普通股 793 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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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1年7月1日至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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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1日、於2021年12月31日、 

於2022年6月30日、於2022年7月1日及 

於2022年12月31日 5,000,000,000 5,000

已發行及悉數繳足：
於2021年7月1日 775,350,089 775

發行股份以代替現金股息 (a) 17,316,466 18

於2022年6月30日、於2022年7月1日及 

於2022年12月31日 792,666,555 793

(a) 於2021年11月26日，本公司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派發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年度
的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2.80港仙，有關股息以現金支付並附有以股代息備選方案（「以
股代息計劃」）（「2021年末期股息」）。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年度，本公司按每股普通
股0.78港元的視作價格向選擇收取代息股份以代替現金的本公司股東發行17,316,466

股入賬列作繳足之新股份，以支付13,506,802港元的2021年末期股息。2021年末期股
息的餘額8,203,000港元已經以現金支付。以股代息計劃的進一步詳情載於日期為2021

年12月24日的本公司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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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概覽
過往幾年曾爆發數波規模不同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而於2022年1月至6月期間意
外出現第五波新型冠狀病毒變異株更造成重大影響，其後疫苗接種率有所提高以
及大眾生活模式產生變化，許多商業及社會活動於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
期間逐漸恢復。於回顧期間，本集團繼續改善我們的業務及發展戰略，大部分有
關發展均為我們的業務擴張產生積極影響，競爭力及營運效率均有所提升。

業務回顧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提供(a)香港及澳門企業醫療保健解決方案服務；
(b)香港及澳門臨床醫療保健服務；及(c)中國內地臨床醫療保健服務。

(a) 香港及澳門企業醫療保健解決方案服務

香港及澳門企業醫療保健解決方案服務收入（分部間抵銷前）由2022財政年度
上半年的124.5百萬港元增加3.3%至2023財政年度上半年的128.6百萬港元，
而經營利潤由2022財政年度上半年的19.4百萬港元增加21.2%至2023財政年度
上半年的23.5百萬港元。經營利潤增加主要是由於我們的客戶群及企業醫療
保健解決方案產品的整體利潤率持續提升。

香港及澳門企業醫療保健解決方案服務乃本集團的核心業務單位之一。憑藉
專業知識及龐大醫療服務網絡，我們一直為各類本地及跨國公司、保險公司
及保險經紀公司設計、提供及管理全面且具成本效益的醫療保健解決方案。

有賴我們與客戶及服務提供者建立廣泛而長遠的業務關係，我們的客戶群龐
大而穩健。於回顧期間，此業務線繼續保持其業務增長勢頭，並為本集團帶
來積極貢獻，在收入及利潤方面均保持穩定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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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中環華懋I期的UMP+醫務中心提供尊貴醫療保健服務

於回顧期間，我們位於中環華懋中心I期（「中環華懋I期」）的全新多層醫
療設施「UMP+ & Pedder Health」已於2022年7月啟用，負責提供綜合醫
療及影像服務。於中環黃金商貿地段增設六層醫療設施，有助增強我們
的服務能力，為企業客戶提供全面而具競爭力的增值醫療保健解決方
案服務，從而令我們的服務組合更為多元，並有助提高本集團的整體收
入及平均毛利率。

(ii) 為富通保險提供第三方管理服務並擴大計劃成員的免現金治療服務範圍

於2022年10月，本集團與富通保險有限公司（「富通保險」）訂立協議，內
容有關由本集團向有關受保人、保單持有人及其相關家庭成員提供及
管理醫療服務（「富通保險第三方管理協議」）。

富通保險第三方管理協議為富通保險個人醫療保險計劃成員提供由聯
網醫生預先批准的一系列免現金治療服務。經批准的安排將可免找數
和免填表索償，使患者能夠及時得享優質醫療服務，受到全面保障，並
減少治療期間所面臨的財務負擔及心理壓力。

是次與富通保險訂立新服務協議乃聯合醫務首度為保險公司個人計劃
客戶定製醫療保健解決方案，進一步深化「醫療+保險」的合作模式，並
推動我們將醫療保健解決方案業務拓展至企業對企業對消費者(B2B2C) 

市場。

(iii) 探索並建立戰略聯盟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積極與若干知名醫療服務提供者保持聯繫，把握建
立各形式戰略及商業聯盟的寶貴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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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等協作及戰略合作關係可創造更多商機，預期將推動我們的業務營
利增長。該等潛在及現有戰略聯盟亦有助改善我們的服務範圍及組合，
從而為客戶提供更全面的高價值服務，更會為我們的企業醫療保健解
決方案業務注入積極動力及競爭優勢。

(b) 香港及澳門臨床醫療保健服務

香港及澳門臨床醫療保健服務的收入（分部間抵銷前）由2022財政年度上半年
的273.0百萬港元增加3.0%至2023財政年度上半年的281.3百萬港元，而經營
利潤則由2022財政年度上半年的51.8百萬港元減少42.0%至2023財政年度上半
年的30.1百萬港元。此下跌主要是由於(i)位於中環華懋I期的全新綜合服務醫
務中心投入營運，產生顯著的初始經營開支（包括租金支出）、使用權資產攤
銷及折舊支出；(ii)位於尖沙咀及美國銀行中心正進行裝修的新中心用地產
生初始租金支出；(iii)為配合我們的醫學影像及醫療設施發展計劃而擴大臨
床醫療團隊，導致員工成本增加；及(iv)扣除體檢服務的經營利潤增長。

我們廣泛的連鎖診所已建立多年，在支援企業醫療保健解決方案服務單位之
同時，亦為門診使用者服務。

儘管2022年7月至12月期間的封鎖及檢疫措施造成重大影響，惟許多商業及
社會活動於回顧期間已逐漸從第五波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中恢復過來。專科服
務、牙科及體檢服務的需求並無受到顯著影響。

由於大眾健康意識提高及人口老化，加上更多客戶移民及海外求學，故我們
的體檢服務需求繼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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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中環一站式綜合服務醫務中心正式開業

位於中環華懋I期的全新多層醫療設施「UMP+ & Pedder Health」於2022

年第三季度開始營業。此六間中心與仁德醫健合作營運，共同提供一系
列醫療服務，包括腫瘤科、日間手術、醫學影像、全科及專科診症、疫
苗接種、物理治療，以及各類型預防性體檢。

於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期間，在裝修、安裝及申請牌照期間以
及初始營運階段錄得若干重大初始租金及折舊支出，金額約為11.3百萬
港元。UMP+ & Pedder Health營運逐步上軌，並已開始帶來正面收入回
報，相信隨著營運效率提高，財務表現亦會得以改善。

(ii) 與仁山優社展開業務合作

於2022年10月，本集團的皮膚科專科中心SkinCentral與新世界集團旗下
的醫療保健品牌仁山優社訂立服務協議，由SkinCentral在位於尖沙咀的
仁山優社 •維港文化匯旗艦中心提供專業皮膚專科治療及醫學美容服務。  

是次訂立服務協議後，我們進一步加強與仁山優社等其他優越醫療健
康品牌以及新世界集團的戰略合作。仁山優社正致力於大灣區建立完
備的醫療保健生態圈，有關合作有助推動我們未來在該區的業務發展。

(iii) 購買醫學影像設備

鑒於人口老化以及大眾健康意識提高，體檢及醫學影像服務需求因而
不斷增加，本集團一直以精準及預防醫療服務為核心，並積極拓展先進
醫學影像及化驗服務。

為配合本集團不斷增加之醫學影像服務點，購買醫療設備是對醫學影
像業務發展之資本投入的重要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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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2年8月，本集團就購買全新醫學影像設備訂立一系列採購合約。
是次採購涉及訂購和購買多種先進醫學影像設備，包括（但不限於）電
腦斷層掃描設備、磁力共振成像設備、正電子電腦斷層掃描設備及相關
輔助配套系統。此項資本開支符合本集團醫學影像業務方面的整體戰
略發展，預期將為本集團帶來積極回報。

(iv) 於尖沙咀彌敦道26號設立全新綜合影像中心

為加強我們的醫學影像及化驗服務能力，本集團於2022年9月承租九龍
尖沙咀彌敦道26號（「彌敦道26號」）二樓全層，以營運全新綜合影像中
心，提供醫學影像服務包括（但不限於）電腦斷層掃描、磁力共振成像、
骨密度掃描、乳房造影及X光服務（「普康醫學影像中心—尖沙嘴」）。

彌敦道26號為一幢綜合大樓，已有多家專科及外科診所入駐。普康醫學
影像中心—尖沙嘴位置便利，具戰略優勢，可為大樓內及同區專科及外
科診所提供優質醫學影像及化驗服務。

本集團為私人醫學影像及化驗服務的需求增長感到樂觀，預期普康醫
學影像中心—尖沙嘴即將為本集團作出積極貢獻，並將成為本集團業務
發展的主要動力之一。

有關彌敦道26號的租約乃於2022年9月訂立，有關場地正在進行裝修，
預期將於2023年3月開業。於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期間，此裝
修及安裝期間錄得初始租金支出及使用權資產之攤銷約2.0百萬港元。

(v) 於金鐘美國銀行中心設立全新正電子電腦斷層掃描影像中心

於2022年8月，本集團於金鐘美國銀行中心訂立租賃，以設立全新的正
電子電腦斷層掃描影像中心（「普康正電子電腦斷層掃描影像中心—金
鐘」），該中心將會安裝全新的數碼正電子電腦斷層掃描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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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電子電腦斷層掃描影像為其中一項核子醫學影像技術，其採用放射
性核素以準確診斷各類臨床狀況。此項非入侵性檢查技術可用於癌症
及心臟疾病診斷，並在癌症治療中尤為重要，在進行早期癌症診斷、癌
症分期及評估治療反應方面均有顯著作用。然而，由於安裝正電子電腦
斷層掃描影像設施有特定規定，故相關服務於香港市場的供應依然有限。

於回顧期間，普康正電子電腦斷層掃描影像中心—金鐘正在進行裝修，
尚待交付及安裝正電子電腦斷層掃描影像設備。於截至2022年12月31日
止六個月期間，此裝修及安裝期間錄得初始租金支出及使用權資產之
攤銷約1.0百萬港元。新中心預期將於2023年5月╱6月啟用。

(c) 中國內地臨床醫療保健服務

此業務線的收入（分部間抵銷前）由2022財政年度上半年的22.7百萬港元減少
17.3%至2023財政年度上半年的18.8百萬港元，主要是由於體檢次數減少，而
我們的經營業績由2022財政年度上半年的0.5百萬港元躍升至2023財政年度上
半年的6.1百萬港元，主要是由於經營效率提高及有效控制成本。

我們於中國內地提供臨床醫療保健服務，主要在北京及上海提供醫療保健體
檢服務及選定門診家庭醫療服務。

於2022年上半年，中國內地爆發Omicron變種病毒導致上海封城約三個月（「上
海封城」），其後不少業務於2022年6月重啟。

在中國內地對優質醫療保健服務的持續需求推動下，此業務線於截至2022年
12月31日止六個月恢復正常營運，並為本集團作出正面貢獻。

(d) 首個醫療保健技術創科中心

聯合醫務深信在醫療保健行業採用先進科技的重要性，並支持發展先進醫療
應用技術，鼓勵所有相關行業持份者交流科研知識及經驗。有見及此，聯合
醫務於永安集團大廈的總部成立聯合醫務創科中心（「創科中心」），並於2022

年11月1日正式啟用。此乃香港首個常設醫療技術中心，為最新醫療技術及
產品提供展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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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相信，創科中心將成為最新先進技術的展覽熱點。在各先進醫療設備行
業持份者及醫療技術開發商的支持下，其有助推動相關研發項目進行商業化。
我們希望，創科中心所展示的先進醫療設備及解決方案能夠進一步應用於實
際醫療場所，從而令行業及廣大公眾受惠。

展望
香港政府於2022年12月公佈「基層醫療藍圖」，制定加強香港基層醫療保健系統的
發展方向及戰略，藉以應對人口老化及慢性疾病發病率上升所帶來的挑戰，並緩
解對公共醫療保健領域造成的沉重壓力。此項基層醫療保健改革提案將會促進公
私醫療保健機構合作，更為本集團締造積極長遠商機。

展望未來，預期市場對綜合醫療服務、高端醫學影像及體檢服務以及其他輔助醫
療服務的需求將繼續強勁。私人醫療服務提供者蘊藏龐大拓展潛力，有望於各類
專科醫療服務、先進醫學影像、化驗及其他輔助醫療服務等領域持續發展。本集
團將繼續把握有關戰略機遇以鞏固自身優勢及能力，從而提高整體市場份額及競
爭力。

此外，我們亦與不同醫療保健集團建立戰略關係，如盈健醫療集團、仁德醫健集
團及其他私家醫院，有關合作將為各方創造協同價值並帶來更多商機。預期此等
新發展將提高我們的整體盈利能力，並為股東創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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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我們截至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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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
2022年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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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572 124,490 3.3%

香港及澳門臨床醫療保健服務 281,255 272,987 3.0%

中國內地臨床醫療保健服務 18,769 22,705 (17.3%)

業務線間的銷售抵銷前的持續經營業務 

總收入 428,596 420,182 2.0%

調節：
業務線間銷售抵銷 (63,494) (61,972) (2.4%)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總收入 365,102 358,210 1.9%

已終止經營業務 – 6,099 (100.0%)

總收入 365,102 364,309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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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業務線劃分的經營利潤

截至12月31日止六個月 增加╱
2022年 2021年 （減少）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香港及澳門企業醫療保健解決方案服務 23,498 19,386 21.2%

香港及澳門臨床醫療保健服務 30,071 51,843 (42.0%)

中國內地臨床醫療保健服務 6,114 529 1,055.8%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總經營利潤 59,683 71,758 (16.8%)

已終止經營業務 – 1,197 (100.0%)

總經營業績 59,683 72,955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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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2023財政年度上半年與2022財政年度上半年比較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收入

於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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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地提供臨床醫療保健服務。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總綜合收入由2022財政年度上半年的358.2百萬港元增加1.9%

至2023財政年度上半年的365.1百萬港元，乃主要得力於我們的企業醫療保健解決
方案服務及臨床醫療保健服務收入整體增加（尤其是體檢服務收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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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間抵
銷後）由2022財政年度上半年的123.5百萬港元增加3.9%至2023財政年度上半年的
128.4百萬港元。

我們的企業醫療保健解決方案服務的收入模式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按人數承包
計劃，另一類是按服務收費。收入增長乃主要由於按企業計劃下的登記成員總數
有所增加。

於香港及澳門提供臨床醫療保健服務

於香港及澳門提供臨床醫療保健服務的收入（分部間抵銷後）由2022財政年度上半
年的212.0百萬港元增加2.8%至2023財政年度上半年的218.0百萬港元。

我們的臨床醫療保健服務的收入增長主要是由於提供體檢服務收入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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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臨床醫療保健服務

來自中國內地臨床醫療保健服務的收入由2022財政年度上半年的22.7百萬港元減
少17.3%至2023財政年度上半年的18.8百萬港元，乃主要由於體檢次數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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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利息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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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的投資之股息及利息收入、出售附屬公司及固定資產之收益，以及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及收益由2022財政年度上半年的4.3百萬港元增加107.4%至2023財政年度
上半年的8.9百萬港元，主要由於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投資的股息收入
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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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財政年度上半年的127.3百萬港元減少3.4%至2023財政年度上
半年的123.0百萬港元，此乃由於醫生、牙醫及其他專業人士提供服務的成本減少。

僱員福利開支

僱員福利開支主要包括護士及行政人員以及董事及主要管理人員的薪金及相關成
本、以權益結算的股份支付開支以及退休金計劃供款。

僱員福利開支由2022財政年度上半年的83.9百萬港元增加7.5%至2023財政年度上
半年的90.2百萬港元。僱員福利開支增加反映本集團的人才策略，因為我們繼續
壯大人才庫，為下一階段的發展作好準備。僱員福利開支並非直接的可變成本，
其增加與業務增長一致。

折舊及攤銷

折舊及攤銷包括使用權資產折舊以及其他非流動資產之折舊及攤銷。

折舊及攤銷由2022財政年度上半年的37.6百萬港元增加32.7%至2023財政年度上半
年的49.9百萬港元，符合業務增長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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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開支淨額

其他開支淨額主要包括減值虧損撥備以及日常開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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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財政年度上半年的有關開支與2022財政年度上
半年相比維持穩定。

2023財政年度上半年的經營數據與2022財政年度上半年比較數據概要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按經營分部劃分收入

截至12月31日止六個月 增加╱
2022年 2021年 （減少）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香港及澳門提供企業醫療保健 
解決方案服務 128,371 123,517 3.9%

醫療 118,499 112,435 5.4%

牙科 9,872 11,082 (10.9%)

於香港及澳門提供臨床醫療保健服務 217,962 211,988 2.8%

醫療 186,253 181,567 2.6%

牙科 31,709 30,421 4.2%

中國內地臨床醫療保健服務 18,769 22,705 (17.3%)

合計 365,102 358,210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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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按經營分部劃分就診次數

截至12月31日止六個月 增加╱
2022年 2021年 （減少）

  
於香港及澳門提供企業醫療保健 
解決方案服務 428,481 490,020 (12.6%)

醫療 416,156 476,576 (12.7%)

牙科 12,325 13,444 (8.3%)

 

於香港及澳門提供臨床醫療保健服務 133,411 137,492 (3.0%)

醫療 117,700 119,286 (1.3%)

牙科 15,711 18,206 (13.7%)

 

中國內地臨床醫療保健服務 14,507 17,478 (17.0%)

 

合計 576,399 644,990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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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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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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使用權資產為137.1百萬港元（2022年6月30日：136.0

百萬港元）。

商譽

商譽主要指總代價超出所收購可識別資產及所承擔負債公允價值的部分。初始確
認後，商譽按照成本減任何累計減值虧損計量。

於2022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商譽為164.8百萬港元（2022年6月30日：164.8百萬港
元）。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投資、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及按攤銷
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投資、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及按攤銷
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主要代表按公允價值計量的非上市股本投資、按公允價值計
量的上市股本及債務投資及投資基金。若干股本投資已指定為按公允價值計入其
他全面收入，原因為本集團認為有關投資屬策略性質。

於2022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投資、按公允價值
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及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分別為37.5百萬港元、29.1百
萬港元及6.3百萬港元（2022年6月30日：31.5百萬港元、28.5百萬港元及18.9百萬港
元）。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投資增加主要是由於公允價值變動。按攤
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有所減少是由於期內贖回有關資產。

租賃負債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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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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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2年12月31日及2022年6月30日，租賃負債的賬面值分別為153.5百萬港元（其
中66.5百萬港元分類為流動負債而87.0百萬港元分類為非流動負債）及148.3百萬港
元（其中63.3百萬港元分類為流動負債而85.0百萬港元分類為非流動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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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31日，
本集團持有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284.5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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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負債比率

於2022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無淨債務。於2022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
率為零。

資本結構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期間，本公司的資本結構並無重大變動。本公司的資本包
括普通股及其他儲備。

持有的重大投資
除本集團持有的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投資、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金
融資產及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詳見本公告「財務回顧」一節）外，本集團於
2022年12月31日並無持有任何重大投資。

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
於2021年12月31日，本公司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大灣區醫療集團的55%股權以22

百萬港元的代價出售。交易完成後，本集團在大灣區醫療集團的持股比例從80%

降至25%而本集團不再控制大灣區醫療集團。因此，大灣區醫療集團及其附屬公
司已成為本集團的聯營公司。出售產生的15.4百萬港元收益已於截至2021年12月
31日止六個月的損益確認。

本集團於2023財政年度上半年並無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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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開支及承擔
期內資本開支主要有關裝修及為本集團醫務中心購置機器及設備。於2023財政年
度上半年，本集團產生資本開支合共約28.0百萬港元（2022財政年度上半年：28.0

百萬港元）。於2022年12月31日，本集團尚未履行的資本承擔為94.6百萬港元（2022

年6月30日：22.4百萬港元）。

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
本集團繼續加強現有業務及探求不同增長機遇。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於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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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然負債
於2022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資產負債表外安排。

庫務管理 

本集團在現金管理及風險控制方面以審慎穩健為先。為了實現更佳的風險控制及
有效的資金管理，本集團集中進行庫務活動。本集團財務政策的目標是盡量減少
因外幣匯率及利率波動而帶來的風險及敞口。

於本期間，本集團的收款主要以港元及人民幣計值。付款主要以港元及人民幣作
出。現金一般存作港元計值的短期存款。

風險管理
外匯風險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進行了若干外幣交易，令本集團承擔外匯風險，主要與人民
幣兌港元有關。

本集團並無使用任何衍生工具合約來對沖其貨幣風險。管理層通過密切留意外幣
匯率的走向管理貨幣風險，並在需要時會考慮對沖重大外匯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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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貸風險

本集團金融資產的信貸風險源自交易對手違約，最大風險相等於有關工具的賬面值。

本集團僅與認可及信譽可靠的第三方進行買賣。本集團之政策為所有有意按信貸
條款進行買賣之客戶均須接受信貸審核程序。此外，本集團持續監控應收款項結
餘，集中信貸風險由客戶╱交易方管理。

資產抵押
於2022年12月31日，本集團抵押賬面值合共2.4百萬港元（2022年6月30日：2.4百萬
港元）的若干存款，乃有關由一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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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銀行就本集團租賃一間醫務中心
向業主作出的銀行擔保。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2022年12月31日，本集團共有421名（2022年6月30日：449名）全職僱員。於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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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2百
萬港元（2022財政年度上半年：83.9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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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31

日，概無購股權尚未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行使，且並無購股權於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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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31日，
25,740,000份購股權尚未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後購股權計劃行使，且並無購股權於
2023財政年度上半年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後購股權計劃獲授出或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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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財政年度上半年，2,000,000股股份根據股份獎勵計劃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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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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70港仙（2022

財政年度中期股息：1.50港仙）。中期股息將派付予於2023年3月24日（星期五）名
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本公司股東。預期中期股息將於2023年4月14日（星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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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3月22日（星期三）至2023年3月24

日（星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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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
同有關股票及過戶表格須不遲於2023年3月21日（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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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為香港夏愨道16號遠東金
融中心17樓）辦理登記。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致力維持高水平的企業管治及透明度。本公司確認，除下文所述對於企業
管治守則條文第C.2.1條之要求的偏離外，其於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已遵
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第二部分之守則條文第C.2.1條，主席與行政總裁應有區分，並
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孫耀江醫生為董事會主席亦曾為行政總裁。董事會過往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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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強而有力和穩定的領導，同時確保對業務決策及策略作出有效及高效的規劃和
實施。董事會認為，此結構不會影響本集團董事會與管理層之間的權力及授權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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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耀江醫生自2023年1月1日起退任本公司之行政總裁職務。在董事會全力支持及
同意下，孫耀江醫生於退任行政總裁後繼續擔任本公司之主席及執行董事。於孫
耀江醫生退任後，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
第C.2.1條，區分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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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對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本公司確認董事已於截至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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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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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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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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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本期末至本公告日期概無任何重大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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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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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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義

「2022財政年度上半年」 指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

「2023財政年度上半年」 指 截至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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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銅紫荊星章」 指 銅紫荊星章；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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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指 董事會主席；

「行政總裁」 指 本公司行政總裁；

「僱員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
準則」

指 本公司所採納僱員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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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管治守則」 指 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

「新型冠狀病毒」 指 2019冠狀病毒疾病，一種由被稱為嚴重急性呼
吸系統綜合症冠狀病毒2的新型病毒引起的疾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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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內提供牙科服務的牙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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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內提供醫療服務的醫生，以及聯屬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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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財政年度」 指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年度；

「全科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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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香港及澳門向自費患者提供臨床醫療保健

服務；

「香港及澳門企業 

醫療保健解決 

方案服務」

指 於香港及澳門向合約客戶提供企業醫療保健
解決方案；

「香港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太平紳士」 指 太平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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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內地」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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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內地臨床醫療 

保健服務」
指 於中國內地向自費患者提供臨床醫療保健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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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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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磁力共振成像」 指 磁力共振成像，是一種使用磁力、無線電波和
電腦來創建身體內部區域影像的程序；

「正電子電腦斷層掃描」 指 正電子發射電腦斷層掃描，在單一掃描器機
架結合正電子發射斷層掃描器（PET）及X光電
腦斷層掃描器（CT），在同一次療程從兩部儀
器取得序列影像並將該等影像結合成單一疊
加（融合）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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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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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紫荊星章」 指 銀紫荊星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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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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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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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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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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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耀江

香港，2023年2月23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孫耀江醫生（主席）、孫文堅醫生（副主席兼聯
席行政總裁）、郭卓君女士（聯席行政總裁）、曾安業先生、李柏祥醫生及李家聰
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聯偉先生、李國棟醫生、楊榮燊先生及周哲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