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證券編號：0575 二零一七年八月十四日

公 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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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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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

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與RECORDATI的商業磋商更新
及於歐洲大陸開展FORTACINTM

商業銷售

概要

本公佈乃本公司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 13.09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章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內幕消息條文（按香港上市規則定義）

之披露規定而作出。

董事局謹此知會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就修訂於二零一四年

九月十六日與Recordati訂立及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六日生效之

先前協議所載關於FortacinTM商業化之若干商業條款，本集團與

Recordati（本集團於歐洲大陸開展FortacinTM銷售及分銷之特許授

出及商業夥伴）已進入深入磋商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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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先前協議之建議修訂，達到與歐洲大陸銷售有關之若干里程碑後，本集團

（通過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Solutions行事）將有權收取最多為 41,000,000歐元（或

約 48,200,000美元或 375,960,000港元）之付款，另加特許權使用費。具體而言，

Solutions將有權收取：

‧ 於經修訂授出許可協議生效當日收取一筆 4,000,000歐元（或約 4,700,000美元

或 36,660,000港元）之付款；

‧ 在法國、德國、意大利、西班牙及葡萄牙進行FortacinTM產品之首次商業化銷

售時收取總額最高達 4,000,000歐元（或約 4,700,000美元或 36,660,000港元）

之付款（就該 5個國家各自支付 800,000歐元（或約 940,000美元或 7,330,000港

元））；

‧ 視乎Recordati於首三個銷售年度實現之銷售淨值，可能收取最多合共

8,000,000歐元（或約 9,400,000美元或 73,320,000港元）之付款；

‧ 合共最多 25,000,000歐元（或約 29,390,000美元或 229,240,000港元）之銷售里

程碑付款；及

‧ 在銷售淨額的基礎上按分層百分比計算之特許權使用費，百分比介乎百分之

十幾至百分之二十幾不等，自首次商業化銷售起為期 10年，及其後按單位數

百分比之特許權使用費率計算。

董事局亦公佈，Recordati已告知Solutions，FortacinTM現將於二零一八年初在歐

洲開展商業銷售。就先前協議所載若干商業條款進行持續磋商使開展延遲，改

良FortacinTM製劑的結果是使開發及商業化的每罐劑量由最初的 20劑罐調整為

6劑罐，以至現時確定的約 12劑罐。預期Recordati將於二零一八年初在法國、

德國、意大利、西班牙及葡萄牙開展FortacinTM的銷售，並於未來在歐洲其餘國

家、俄羅斯、獨立國家聯合體（獨聯體）及北非若干經挑選之國家開展FortacinTM

的銷售。

現擬以經修訂及重列許可協議的方式實施先前協議之建議修訂。股東及投資者將

於先前協議之修訂得以落實及執行時獲得知會，預期將為二零一七年九月底前。

在此之前，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因該等經修訂

之商業條款未必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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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佈乃本公司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 13.09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IVA部內幕消息條文（按香港上市規則定義）之披露規定而作出。

與Recordati先前協議之建議修訂

董事局擬告知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就修訂於二零一四年九月十六日與

Recordati訂立及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六日生效之先前協議所載關於FortacinTM商

業化之若干商業條款，本集團與Recordati（本集團於歐洲大陸開展FortacinTM銷售及

分銷之特許授出及商業夥伴）已進入深入磋商階段。

根據先前協議之建議修訂，達到與歐洲大陸銷售有關之若干里程碑後，本集團

（通過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Solutions行事）將有權收取最多為 41,000,000歐元（或

約 48,200,000美元或 375,960,000港元）之付款，另加特許權使用費。具體而言，

Solutions將有權收取：

‧ 於經修訂授出許可協議生效當日收取一筆 4,000,000歐元（或約 4,700,000美元或

36,660,000港元）之付款；

‧ 在法國、德國、意大利、西班牙及葡萄牙進行FortacinTM產品之首次商業化銷售

時收取總額最高達 4,000,000歐元（或約 4,700,000美元或 36,660,000港元）之付

款（就該 5個國家各自支付 800,000歐元（或約 940,000美元或 7,330,000港元））；

‧ 視乎Recordati於首三個銷售年度實現之銷售淨值，可能收取最多合共 8,000,000

歐元（或約 9,400,000美元或 73,320,000港元）之付款；

‧ 合共最多 25,000,000歐元（或約 29,390,000美元或 229,240,000港元）之銷售里程

碑付款；及

‧ 在銷售淨額的基礎上按分層百分比計算之特許權使用費，百分比介乎百分之十

幾至百分之二十幾不等，自首次商業化銷售起為期 10年，及其後按單位數百分

比之特許權使用費率計算。

在訂立先前協議之時，FortacinTM當時之現有製劑為鋁質噴霧容器，其中裝有一個

計量閥，含有 6.5毫升溶液，可提供約 20劑量。本公司曾有意開發提供約 6劑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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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劑並將其商業化，當時現有的歐洲市場上市授權將因而被Solutions更改。對先前

協議作出的修訂將會開發提供約 12劑量的製劑並將其商業化。

先前協議規定，在接受對歐洲市場上市授權之更改（由 20劑量製劑改為 6劑量製

劑）後，歐洲市場上市授權將轉讓予Recordati，Solutions將收取 6,000,000歐元

（或約 7,050,000美元或 54,990,000港元）（「開發付款」）。先前協議之建議修訂規

定，Solutions將在簽署經修訂及重列許可協議之後立即收取 4,000,000歐元（或約

4,700,000美元或 36,660,000港元）。

然而，先前已協定，Solutions將於FortacinTM產品首次在法國、德國、意大利、

葡萄牙及西班牙進行商業銷售後收取合共 10,000,000歐元（或約 11,760,000美元或

91,730,000港元）（「發佈款項」）。現建議本事項中的應收款項總額修改為 4,000,000

歐元（或約 4,700,000美元或 36,660,000港元）。根據先前協議，Solutions原應就開

發款項及發佈款項收取 16,000,000歐元（或約 18,810,000美元或 146,720,000港元），

但根據建議修訂，預期Solutions現時將收取 8,000,000歐元（或約 9,400,000美元或

73,320,000港元），差額為 8,000,000歐元（或約 9,400,000美元或 73,320,000港元）

（「追回款項」）。如達成最終協議及Recordati實現的銷售淨值達到先前協議項下的預

期水平，Solutions可於Recordati作出FortacinTM產品的首次商業銷售起計三年期屆

滿後收取追回款項的全額或部份。

先前協議規定，Solutions將於Recordati實現多個銷售淨額目標後收取最高

25,000,000歐元（或約 29,390,000美元或 229,240,000港元），現建議相關款項及總銷

售淨額目標降至 15,600,000歐元（或約 18,340,000美元或 143,050,000港元）。然而，

如Recordati於進行FortacinTM產品首次商業銷售後首三年中任何一年實現的銷售價

值達到先前協議項下的預期水平，現建議門檻金額將恢復至原先協定的水平。

現建議先前協議下應付特許權使用費於初步特許期維持不變。然而，根據先前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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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建議修訂，該等修訂將適用於年度銷售淨額的門檻金額，惟須視乎追回款項而

定。

現擬以經修訂及重列許可協議的方式實施先前協議之建議修訂。股東及投資者將於

先前協議之修訂得以落實及執行時獲得知會，預期將為二零一七年九月底前。

Recordati於歐洲開展FortacinTM商業銷售

董事局亦公佈，Recordati已告知Solutions，FortacinTM現將於二零一八年初在歐

洲開展商業銷售。就先前協議所載若干商業條款進行持續磋商使開展延遲，改良

FortacinTM製劑的結果是使開發及商業化的每罐劑量由最初的 20劑罐調整為 6劑

罐，以至現時確定的約 12劑罐。預期Recordati將於二零一八年初在法國、德國、

意大利、西班牙及葡萄牙開展FortacinTM的銷售，並於未來在歐洲其餘國家、俄羅

斯、獨立國家聯合體（獨聯體）及北非若干經挑選之國家開展FortacinTM的銷售。

FortacinTM是首款獲歐盟批准用以治療早洩（「早洩」）而並不對中樞神經系統產生作

用之處方，自二零一六年十一月起經處方可供使用。該治療是含有兩種低劑量麻醉

藥物利多卡因及丙胺卡因之外用噴劑，在使用後幾乎立即有效，在不減少愉悅之同

時給予患者更大之控制能力。

勵晶太平洋行政總裁 Jamie Gibson說：「我們為二零一七年下半年的前景感到興

奮。勵晶太平洋亦期待Recordati於明年年初開始在歐洲更廣泛地銷售FortacinTM。」

現擬以經修訂及重列許可協議的方式實施先前協議之建議修訂。股東及投資者將於

先前協議之修訂得以落實及執行時獲得知會，預期將為二零一七年九月底前。在此

之前，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因該等經修訂之商業

條款未必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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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外特許」之更新

如先前所披露，有關Solutions「向外特許」FortacinTM相關授權予英國及歐盟以外其

他主要地區（包括中國）之藥業公司及其他戰略合作夥伴之討論及磋商仍在繼續進

行。儘管尚不能明確釐定該等協議之完成時間（且無法保證磋商能產生具約束力之

特許協議），但本公司預期有關討論及磋商將變得更有利，此歸功於FortacinTM預計

將於二零一八年初推向歐洲大陸市場。當此方面取得相關進展，本公司將向股東及

市場提供更全面之更新資料。

釋義

在本公佈內，除文義另有指明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局」 指 本公司之董事局

「本公司」或

 「勵晶太平洋」

指 勵晶太平洋集團有限公司，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

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於港交所上市，並於法

蘭克福證券交易所公開市場 (Freiverkehr)買賣

「董事」 指 本公司之董事

「歐洲市場上市授權」 指 指歐洲藥品管理局頒發的上市授權，編號為

EMEA/H/C/002693，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頒發，由Solutions持有

「歐元」 指 歐元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上市規則」 指 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經不時修訂）

「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港元」 指 港元，香港之法定貨幣



– 7 –

「先前協議」 指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十六日與Recordati訂立並於二

零一四年九月二十六日生效之許可協議，內容有

關在歐洲、俄羅斯、獨立國家聯合體（獨聯體）、
土耳其及北非若干國家將Solutions治療早洩之最
新藥品FortacinTM商業化之權利

「Recordati」 指 Recordati Group

「Solutions」 指 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Plethora Solutions Limited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 0.01美元附投票權之普通

股，該等股份在港交所上市，並於法蘭克福證券

交易所公開市場 (Freiverkehr)買賣

「美元」 指 美元，美國之法定貨幣

附註： 除本公佈另有指定外，(i)以歐元計值之款項，已按 1.00歐元兌 1.1756美元之匯率，換算為美

元（僅供參考）；及 (ii)以美元計值之款項，已按 1.00美元兌 7.80港元之匯率，換算為港元（僅

供參考）。

代表
勵晶太平洋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局

董事
Jamie Gibson

本公司董事：
James Mellon（主席）*

Jamie Gibson（行政總裁）
David Comba#

Julie Oates#

Mark Searle#

Jayne Sutcliffe*

* 非執行董事
#  獨立非執行董事

香港，二零一七年八月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