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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urance RP Limited
壽康集團有限公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575）

與 SK-PHARMA訂立許可協議
以在以色列及巴爾幹地區商業化推出 FORTACINTM

及
營運最新情況

本公佈乃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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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上市規則定義）之披露規定而作出。

許可協議

董事會欣然知會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四日（香港收市
後），Solutions（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與SK-Pharma訂立獨家許可協
議，內容有關通過在以色列及巴爾幹地區（於本公佈另稱為「該地區」）銷售及
（其中包括）分銷FortacinTM，將Solutions治療早洩之最新藥品FortacinTM商
業化之權利。

Solutions繼續保留在世界餘下地區（包括但不限於美國和加拿大、拉丁美洲、
中東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將FortacinTM完全商業化之權利，不另受許可協
議之約束。

SK-Pharma應有責任自費提交申請，並取得及維持適用法律所規定之任何及
所有監管批准（即營銷授權），以在該地區商業化FortacinTM。SK-Pharma預
期將需要約 18個月方可取得該等監管批准，並在取得批准後短期內在以色列
地區及繼而在巴爾幹地區推出Fortacin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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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Pharma已承諾其將就FortacinTM於該地區而與PSNW訂立製造商協議，
惟協議須待取得Solutions之事先書面批准。

SK-Pharma應向Solutions支付由SK-Pharma向PSNW訂購（或PSNW另
行向SK-Pharma或其獲授權接受人提供）FortacinTM之每單位價格。SK-
Pharma向Solutions支付的所有款項不會作任何形式之預扣或扣除。

SK-Pharma已就PSNW於該地區內若干地區訂購之產品設有若干最低營銷承
擔及最低年度數量，包括未能遵守向Solutions給予若干權利及補救措施以供
賠償，以及自許可協議範圍內移除有關地區或在部分情況下終止許可協議。

許可協議載有有關知識產權、保密、聲明及保證之慣常條款及條件。就該地
區內各個地區而言，許可協議之初步年期為SK-Pharma向PSNW下達首個
FortacinTM商業購買訂單日期後五 (5)個年度；繼而初始年期可自動延長額外
連續每次兩 (2)年期。

與本集團過往與其他對手方訂立之其他許可協議一致，許可協議及其項下擬
進行之交易為收益性質，在本集團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訂立，且不構成根
據上市規則第 14章項下本公司之須予公佈交易。當獲悉詳情時，本公司將向
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提供有關SK-Pharma取得該地區所需監管批准之進度及在
該地區可能之商業推出日期之最新情況。

其他營運最新情況

在美國，本公司之臨床研究機構已要求與食品及藥品監督管理局舉行對照藥
品C類會議，以於臨床二期結束會議前（本公司估計為二零二二年第一季度）
取得來自部門有關對照藥品議定書之意見。於臨床二期結束會議上，本公司
將尋求食品及藥品監督管理局同意以早洩煩惱評價調查問卷為目的，認同第
三期研究議定書以及同意有關對照藥品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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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司近期向股東發表之最新情況以來，雖然時間表已獲延長，然而透過
運用精簡且具適應性的臨床試驗設計，預計使先前預測的時間表得以實行。

在中國，本公司已接獲江蘇萬邦醫藥通知，醫療物料（包括活性及安慰劑）現
已付運，預期臨床試驗將自二零二二年一月開始。本公司期望開始臨床試驗
可作為SenstendTM在中國進行商業化之下一關鍵步驟。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三日，本公司對DVP股份及DVP期權的投資已由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大幅增加至約 12,740,000美元（或約99,370,000港元）。 
本公司目前持有的DVP股份及DVP期權的公允價值收益，加上年內認購及出售
的若干DVP股份，約為14,880,000美元（或約116,060,000港元），較二零二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增加約622.59%。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
年度的公允價值收益會根據DVP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股價而改變。

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必審慎行事。

本公佈乃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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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上市規則定義）之披露規定而作出。

許可協議

董事會欣然知會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四日（香港收市
後），Solutions（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與SK-Pharma訂立獨家許可協議，
內容有關通過在以色列及巴爾幹地區（於本公佈另稱為「該地區」）銷售及（其中包
括）分銷FortacinTM，將Solutions治療早洩之最新藥品FortacinTM商業化之權
利。

Solutions繼續保留在世界餘下地區（包括但不限於美國和加拿大、拉丁美洲、
中東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將FortacinTM完全商業化之權利，不另受許可協議
之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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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管責任

SK-Pharma應有責任自費提交申請，並取得及維持適用法律所規定之任何及
所有監管批准（即營銷授權），以在該地區商業化FortacinTM。Solutions應在 
SK-Pharma之支出下向SK-Pharma提供其為尋求及取得有關監管批准而可能
要求的合理協助。SK-Pharma預期將需要約 18個月方可取得該等監管批准，
而該等批准可使FortacinTM在以色列及巴爾幹地區推出。SK-Pharma應盡力
促使批准有關必要監管批准之申請，並應視乎註冊程序之狀況最少每季度向
Solutions書面提供最新情況。所有有關申請、維持及重續或任何與監管批准
（即營銷授權）相關之成本應由SK-Pharma承擔。

製造及供應安排

根據許可協議，SK-Pharma已承諾其將就FortacinTM於該地區而與PSNW訂立
下列協議（「製造商協議」），惟協議有待取得Solutions之事先書面批准：(i)製
造及供應協議，據此，SK-Pharma應（其中包括）向PSNW購買FortacinTM，而
PSNW應為SK-Pharma製造FortacinTM；及 (ii)有關FortacinTM之技術協議；及
(iii)巴爾幹地區規定之營銷授權協議。Solutions應與PSNW溝通以表明其批准
製造商協議。SK-Pharma不應就購買或製造FortacinTM而與任何其他人士訂立
任何協議或安排。

付款

SK-Pharma應向Solutions支付由SK-Pharma向PSNW訂購（或PSNW另行向
SK-Pharma或其獲授權接受人提供）FortacinTM的每單位價格（「單位價格」）。然
而，倘訂單包含補貨以取代出現問題的FortacinTM時，不會就有關補貨收取已訂
購FortacinTM之單位價格。SK-Pharma應於各曆季結束起15天內向Solutions支
付單位價格。倘SK-Pharma未能於到期日前根據許可協議支付結欠Solutions之
款項，在不限制對Solutions的補償下，SK-Pharma應支付自到期日起直至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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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金額當日止按每日累計之逾期金額之利息。SK-Pharma向Solutions支付的
所有款項不會作任何形式之預扣或扣除。SK-Pharma根據許可協議之所有應付款
項免繳增值稅及所有其他適用稅項、關稅及徵費，其應（如適用及限於可適用範
圍）由SK-Pharma按照不時由法律規定之費率及方式支付。所有發票及付款均以
歐羅列示。

最低營銷承擔及最低年度數量

許可協議規定SK-Pharma在該地區內若干地區設有若干最低營銷承擔（「最低營
銷承擔」），自授出相關監管批准（即營銷授權）後24個月屆滿。

此外，根據許可協議，SK-Pharma應：(a)自FortacinTM在相關地區推出起，每
年為各地區向PSNW訂購載於該地區之許可協議之FortacinTM年度最低單位數
量（「最低年度數量」）；及 (b)在各訂單 7天內以書面向Solutions提供各訂單之
副本。

根據許可協議，倘SK-Pharma未能在規定時間向PSNW訂購特定地區最低年
度數量之規定最低百分比，Solutions根據許可協議訂立若干補救措施，包括補
償、自許可協議範圍移除若干地區或在若干情況下終止整份許可協議，視乎有
關地區以及SK-Pharma是否已及時符合最低營銷承擔而定。該等補救措施為
Solutions就違反許可協議之唯一補救措施。

年期、終止及慣常條款

有關該地區內各個地區之許可協議之初步年期為SK-Pharma在該個地區向
PSNW下達首個FortacinTM商業購買訂單日期後五 (5)個年度；繼而在SK-
Pharma遵守許可協議有關相關地區規定最低年度數量之責任下，各個地區之
初始年期可自動延長額外連續每次兩 (2)年期。Solutions可在給予SK-Pharma 
180天之書面通知下在十 (10)年後任何時間內即時終止許可協議。倘某訂約方
嚴重違反許可協議，致使其在可補救情況下未能按終止一方之書面要求在 3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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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補償，則另一訂約方可隨時書面通知對方即時終止許可協議。各訂約方亦就
無力償債或發生無力償債相關事件擁有慣常終止權利。

許可協議亦載有有關保密、獨家及知識產權等項目之慣常條款。此外，許可協
議載有對該協議而言屬慣常之若干保證及聲明。

訂約雙方在許可協議項下之責任僅限於若干事宜，惟（其中包括）因訂約方、或
其僱員、代理或分包商（倘適用）之疏忽導致個人傷亡，或遭該訂約方或其僱員
欺詐或不實陳述者除外。

與本集團過往與其他對手方訂立之其他許可協議一致，許可協議及其項下擬進
行之交易為收益性質，在本集團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訂立，且不構成根據上
市規則第 14章項下本公司之須予公佈交易。當獲悉詳情時，本公司將向股東及
有意投資者提供有關SK-Pharma取得該地區所需監管批准之進度及在該地區可
能之商業推出日期之最新資料。

FortacinTM是首款獲歐盟批准用以治療早洩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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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英國經處方可供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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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壽康集團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Jamie Gibson表示：「我們期望使SK-Pharma作
為以色列及巴爾幹地區之許可持有人，並進一步令FortacinTM在全球商業化。」

其他營運最新情況

食品及藥品監督管理局

本公司在美國之臨床研究機構（「臨床研究機構」）在過去數月已遞交早洩煩惱評
價調查問卷（「早洩煩惱評價調查問卷」）研究，研究結果令人鼓舞，當中包括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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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研究結果、心理評估及對照藥品（「對照藥品」）議定書，將使美國食品及藥
品監督管理局審閱早洩煩惱評價調查問卷作為臨床研究目的。

本公司之臨床研究機構已要求與食品及藥品監督管理局舉行對照藥品C類會
議，以於臨床二期結束（「臨床二期結束」）會議前（本公司估計為二零二二年第一
季度）取得來自部門有關對照藥品議定書之意見。於臨床二期結束會議上，本公
司將尋求食品及藥品監督管理局同意以早洩煩惱評價調查問卷為目的，認同第
三期研究議定書以及同意有關對照藥品之研究。自本公司近期向股東發表之最
新消息以來，雖然時間表已獲延長，然而透過運用精簡且具適應性的臨床試驗
設計，預計使先前預測的時間表得以實行。

中國

本公司已接獲江蘇萬邦醫藥通知，在供應鏈受阻導致製造商在收取主要部件時
進一步出現延誤後，醫療物料（包括活性及安慰劑）現已付運。預期臨床試驗將
自二零二二年一月開始。本公司期望開始臨床試驗可作為SenstendTM在中國進
行商業化之下一關鍵步驟。

倘臨床研究達至完成及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授予
SenstendTM進口許可，江蘇萬邦醫藥將須向本集團支付 5,000,000美元（或
約 39,000,000港元（扣除中國預扣稅前））。此外，SenstendTM在中國首次商
業銷售後，江蘇萬邦醫藥將須向本集團支付 2,000,000美元（或約15,600,000
港元（扣除中國預扣稅前））。此外，本集團亦將按江蘇萬邦醫藥在中國之
SenstendTM淨銷售額收取低至中雙位數之特許權使用費。

DEVELOP Global Limited（「DVP」）（前稱Venturex Resources Limited）的公允
價值收益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三日，本公司對DVP股份及DVP期權的投資已由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大幅增加至約 12,740,000美元（或約99,370,000港元）。本公
司目前持有的DVP股份及DVP期權的公允價值收益，加上年內認購及出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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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DVP股份，約為14,880,000美元（或約116,060,000港元），較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增加約 622.59%。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
的公允價值收益會根據DVP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股價而改變。

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必審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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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會」 指 本公司之董事會

「本公司」 指 壽康集團有限公司 *，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
之有限責任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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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及藥品 指 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食品及藥品監督管理局
 監督管理局」

「FortacinTM」 指 FortacinTM或許可協議訂約方最終協定作為該
地區許可產品所用之不論何種商標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港元，香港之法定貨幣

「許可協議」 指 Solutions及SK-Pharma（為本集團於該地區開
展FortacinTM銷售及分銷之向外特許及商業夥
伴）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四日（香港收市後）訂
立之許可及註冊協助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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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經不時修訂）

「製造商協議」 指 具有本公佈「製造及供應安排」一節項下所賦予
的涵義

「最低年度數量」 指 具有本公佈「最低營銷承擔及最低年度數量」一
節項下所賦予的涵義

「最低營銷承擔」 指 具有本公佈「最低營銷承擔及最低年度數量」一
節項下所賦予的涵義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PSNW」 指 Pharmaserve (North West) Limited，一家於
英國獲Solutions正式授權之製造商以生產獲許
可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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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股份在聯交所上市，並於法蘭克福
證券交易所公開市場 (Freiverkehr)買賣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SK-Pharma」 指 K.S. KIM International (SK-Pharma) Ltd，一
家根據以色列國法律組成的公司，為獨立第三
方（定義見上市規則）及其彼等的實益擁有人及
聯繫人為獨立於本公司的第三方且非本集團之
關連人士

「Solutions」 指 Plethora Solutions Limited，一家於英國註冊
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
屬公司以及許可協議項下之許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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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該地區」 指 許可協議所載位於以色列及巴爾幹地區的選定
地區

「單位價格」 指 具有本公佈「付款」一節項下所賦予的涵義

「美國」 指 美利堅合眾國

「美元」 指 美元，美國之法定貨幣

「江蘇萬邦醫藥」 指 江蘇萬邦生化醫藥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為本公
司於中國之商業戰略夥伴

附註： 除文義另有指明外，以美元計值之數額，乃按1.00美元兌 7.80港元之
匯率換算為港元，僅供參考之用。

前瞻性聲明

本公佈（包括於本公佈內載入或併入的任何資料）載有有關本公司屬或可能屬前
瞻性聲明的聲明。有關前瞻性聲明涉及可能重大影響預期業績及基於若干關鍵
假設的風險及不確定因素。諸多因素可能導致實際業績與任何前瞻性聲明中所
預期或推測者相差甚遠。許多風險及不確定因素與超出本公司所能準確控制或
估計的因素有關，如未來市況及其他從業者之行為，因此不應過度依賴相關陳
述。本公司或其各自的任何聯繫人或董事、高級職員、僱員、經理、代理、代
表、合作夥伴、成員、諮詢人員或顧問均無 (i)提供任何前瞻性聲明所明示或暗
示事件實際會發生之任何陳述、保證、斷言或擔保；及 (ii)承擔任何責任及不擬
修訂或更新該等前瞻性聲明，惟適用法律、上市規則或其他適用規則規定者除
外。本公司不承擔更新任何前瞻性聲明或本文件所載其他聲明的責任，惟適用
法律、上市規則或其他適用規則規定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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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溢利預測或估計

本公佈內聲明不擬作為任何期間溢利預測或估計，且本公佈內聲明亦不應被詮
釋為本公司目前或未來財政年度盈利或每股盈利須脗合或超過本公司過往公佈
盈利或每股盈利。本公司並不承擔更新本公佈所載資料的責任，惟適用法律、
上市規則或其他適用規則規定者除外。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附註： 除文義另有指明外，以美元計值之數額，乃按1.00美元兌 7.80港元之
匯率換算為港元，僅供參考之用。

承董事會命
壽康集團有限公司 *

執行董事
Jamie Gibson

香港，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六名董事：

執行董事：
Jamie Gibson（行政總裁）

非執行董事：
James Mellon（主席）
Jayne Sutcliffe

獨立非執行董事：
David Comba
Julie Oates
Mark Searle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