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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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 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壽康集團有限公司董事會欣然報告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

業績概覽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財務業績概要及其他重要事件包括：

‧ 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約 20,060,000美元，主要是由於：(i)無形資產之攤銷

費用約 12,340,000美元（屬非現金項目）；(ii)本公司股本投資組合內之透過

損益賬按公允價值處理之金融資產之已變現及未變現按市值計價虧損分別約

1,000,000美元及3,360,000美元；(iii)本集團的營運及研發開支約3,010,000

美元；及 (iv)本公司衍生金融工具的未變現虧損約為690,000美元。

‧ 股東權益約19,260,000美元，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減少約50.32%，

減少即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

‧ SenstendTM於中國的進展方面，江蘇萬邦醫藥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於藥物評

價中心 (http://www.chinadrugtrials.org.cn/clinicaltrials.searchlist.dhtml)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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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的三項藥物試驗中，兩項第一期研究已成功完成，剩下的第三期研究仍在進

行中，並估計參與研究及隨機分配將於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完成。本公司、其監

管顧問及江蘇萬邦醫藥已開展新藥申請籌備階段，旨在於二零二三年第二季度

末前向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提交新藥申請。倘臨床研究達致其終點及國家藥品

監督管理局授予SenstendTM進口許可證，則江蘇萬邦醫藥將須向本集團支付

5,000,000美元（扣除中國預扣稅前）。此外，SenstendTM於中國進行首次商業

銷售後，江蘇萬邦醫藥將須向本集團支付2,000,000美元（扣除中國預扣稅前）。

‧ FortacinTM於美國的進展方面，本公司的臨床研究組織亦已完成第三期研究方

案及與美國食品及藥品監督管理局就FortacinTM產品開發的「C型」會議請求。

我們希望對美國食品及藥品監督管理局的建議及要求函件作出充分的答覆並將

美國食品及藥品監督管理局的建議及意見納入第三期研究方案後，本公司可於

「C型」會議後短期內進行其第三期研究，計劃將於二零二二年第三季度末進行。

‧ 歐洲方面，Recordati在過去的 18個月已與另一間歐洲第三方製造商合作製造

FortacinTM，以求尋得FortacinTM的替代商業供應源。該製造商已完成所需工

藝驗證批次，且產品於三個月的時間點仍符合規格。Recordati已向歐洲藥品

管理局提交第 II型變更，以添加歐洲製造商為替代製造商至營銷檔案中，預計

此變更將於二零二二年第三季度前獲批。一旦新製造商獲批，預計Recordati

地區的商業供應將恢復。我們希望此新製造商能向Recordati及我們的其他商

業戰略合作夥伴持續供應FortacinTM，從而為本集團帶來特許權使用費。

‧ 其他地區方面，一旦FortacinTM商業供應恢復，友華生技醫藥將可於台灣、 

香港及澳門下達新訂單並繼續銷售（視乎 2019 新型冠狀病毒病封鎖或限制是

否解除）。友華生技醫藥正於新加坡、菲律賓、馬來西亞、文萊、泰國及越南

尋求營銷許可。於二零二二年第二季度，SK-Pharma提交其於以色列的營銷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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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並希望於二零二三年第四季度前獲批。本公司、其監管顧問及SK-Pharma

目前正準備於巴爾幹地區若干國家的營銷許可。本集團正討論將FortacinTM權

利「對外授權」予 (i)一間日本製藥公司；及 (ii)一間位於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

員會（「海合會」）所屬地區（包括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卡

塔爾、巴林及阿曼）的製藥公司。

‧ 從 業 務 發 展 角 度 而 言， 本 集 團 已 繼 續 落 實 將Deep Longevity（已 於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收購）與現有的業務進行整合。Deep Longevity正通過建立

團隊、產品、技術及商業模式的多項舉措繼續其發展之旅。深度青春（為Deep 

Longevity的一家全資附屬公司）已邁出重要的一步，新聘一位經驗豐富的 

行政總裁Deepankar (Deep) Nayak，以重新制定公司策略並推動公司向前邁

進。Deep Longevity致力於使用其人工智能主導的深度學習模型構建及商業化

各種老化時鐘。

‧ 根據本集團前述撤資策略及其於二零二二年三月十四日自股東獲得的出售授權

（倘需要），本集團已積極管理（包括部分出售）其於DVP的現有及戰略投資，相

當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公司股本的約1.47%。本集團於DVP的投資的已變

現及未變現虧損分別為約1,000,000美元及3,360,000美元，於二零二二年六

月三十日的市值為約3,250,000美元。

本公司的業務焦點經歷重整簡化，使本公司對本集團及股東的未來前景仍感樂觀，

並將：(i)繼續尋求FortacinTM╱SenstendTM於美國、中國、亞洲、拉丁美洲及 

中東等餘下主要市場盡快成功商業化；(ii)商業化其深度學習老化時鐘技術及

MindAge©產品，以及透過提供AgeMetricTM報告及網上平台與診所、實驗室及保

險公司合作；(iii)繼續監察本公司對DVP之投資；及 (iv)繼續落實於醫療保健及生

命科學領域尋求策略及價值主導投資之現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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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收益： 3
 里程碑及專利使用費收入 13 3,274
 其他收入 75 469

  

88 3,743
淨匯兌（虧損）╱收益 (464) 54
金融工具公允價值（虧損）╱收益 4 (5,043) 15,240

  
總收入及金融工具公允價值（虧損）╱收益 (5,419) 19,037

支出：
 僱員福利費用 (1,723) (2,882)
 租金及辦公室費用 (293) (300)
 資訊及科技費用 (81) (82)
 市場推廣費用 (4) (42)
 專業及諮詢費用 (266) (240)
 研發開支 (603) (1,597)
 無形資產攤銷 (12,341) (11,151)
 其他營運支出 (40) (240)

  
營運（虧損）╱溢利 4 (20,770) 2,503
融資成本 5 (580) (645)

  
除稅前（虧損）╱溢利 (21,350) 1,858
稅項抵免 6 1,288 803

  
本期間（虧損）╱溢利 (20,062) 2,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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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其他全面收入
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之金融資產之
 公允價值變動 — 166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之匯兌收益 426 25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入，扣除稅項前及後 426 191

  
本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19,636) 2,852

  
以下應佔本期間（虧損）╱溢利：
本公司股東 (20,062) 2,661

  
以下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股東 (19,636) 2,852

  
本公司股東應佔本期間之每股（虧損）╱盈利 7 美仙 美仙

 –基本 (0.836) 0.111
  

 –攤薄 (0.836) 0.110
  

港仙 港仙

 –基本 (6.542) 0.862
  

 –攤薄 (6.542) 0.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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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商譽 — —
 物業、廠房及設備 544 784
 無形資產 36,312 48,654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1 1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之
  金融資產 — —

  
36,857 49,439

  
流動資產
 透過損益賬按公允價值處理
  之金融資產 3,269 10,514
 應收貿易賬款 8 2 —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567 461
 衍生金融工具 511 1,202
 現金及銀行結餘 11 220 613

  
4,569 12,790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已收按金、
  應計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9 (4,485) (4,496)
 銀行借貸 (8) (9)
 可換股票據 (2,566) (2,338)
 股東貸款 (7,923) (3,597)
 租賃負債 (498) (483)

  
(15,480) (10,923)

  
流動（負債）╱資產淨值 (10,911) 1,867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5,946 51,306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貸 (23) (29)
 租賃負債 (46) (301)
 股東貸款 (2,950) (7,253)
 遞延稅項負債 (3,666) (4,954)

  
(6,685) (12,537)

  
資產淨值 19,261 38,769

  
權益
本公司股東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23,994 23,994
儲備 (4,733) 14,775

  
權益總額 19,261 38,769

  
每股資產淨值：
－美仙 0.80 1.62

  
－港仙 6.28 1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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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及編製基準

本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有限責任公司，其註冊辦事處位於P.O. Box 309, 
Ugland House, Grand Cayman, KY1-1104, Cayman Islands。本公司之股份於 
聯交所上市，亦於法蘭克福證券交易所公開市場 (Freiverkehr)買賣。

本公司從事投資控股，而本集團之主要業務則包括投資於生物醫藥公司及其他企業。

中期財務報表已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以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

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中期財務報表已於二零二二年八月三十日
獲授權刊發。

編製中期財務報表所使用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

財務報表所使用者一致，惟中期財務報表附註2所披露之採納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
或之後期間首次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

及詮釋）除外。

中期財務報表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所須呈報之全部資料及披露，應與本集團截至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在編製中期財務報表時，管理層於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時所作出的重大判斷以及估計

不確定因素的主要來源應與其二零二一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應用者相同。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已產生虧損約20,062,000美元，截至該日
期，其流動負債超過其流動資產約 10,911,000美元。該等情況顯示存在重大不確定因
素，可能對本集團持續經營的能力構成重大不確定性，因此，本集團可能無法於日常

業務過程中變現其資產並償還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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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評估本集團持續經營之能力時，本公司已編製涵蓋自報告期末起計15個月期間之現
金流量預測，當中已考慮以下因素：

(i) 出售本集團於DVP的部分或全部權益；

(ii) 計劃透過開展籌資活動獲得新進資本；

(iii) 主要股東承諾延遲償還股東貸款，直至本集團能夠履行其所有義務；及

(iv) 於二零二二年八月十八日訂立本金為 2,520,000美元的股東貸款協議。該貸款為
無抵押、按年利率5.50%計息並須於協議日期後六個月屆滿當日償還。

考慮到上述現金流量預測，董事會認為本集團將會有足夠的營運資金撥付營運，並應

付自報告期末起計未來至少十二個月的財務責任，儘管上述事件或情況顯示存在重大

不確定性，可能令人對本集團持續經營之能力產生重大疑慮，因此令人懷疑本集團未

必能夠在日常業務過程中變現其資產並償還其負債。

倘本集團無法持續經營業務，則必須作出調整以將所有非流動資產及非流動負債分別

重新分類為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以將資產賬面值減至其估計可變現淨值，並就可能

產生之任何其他負債計提撥備。該等潛在調整之影響尚未於中期財務報表中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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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採納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於本期間已首次採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有關本集團之財務報表及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開始之年度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本） 有償合約－履行合約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概念框架之提述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八年至

 二零二零年之年度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本）－有償合約－履行合約成本

修訂本規定，「合約的履行成本」包括「與合約直接相關的成本」。直接與合約有關的成

本可以為履行該合約的增量成本（例如直接勞工及材料）或與履行合約直接有關的其他

成本的分配（例如分配履行合約所使用的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折舊費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概念框架之提述

該等修訂更新了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使其參考經修訂的二零一八年財務報告概
念框架而非二零一零年頒佈的版本。該等修訂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中加入一項
規定，即就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範圍內的義務而言，收購方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37
號釐定於收購日期是否因過往事件而存在現有義務。對於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

會）－詮釋第21號徵款範圍內的徵款，收購方應用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1號以釐定導致支付徵款責任的責任事件是否已於收購日期發生。該等修訂亦
增加一項明確的聲明，即收購人不會確認在業務合併中收購的或有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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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零年之年度改進

年度改進修訂多項準則，包括：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號，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允許應用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 1號第D16(a)段的附屬公司根據母公司過渡至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日期，
使用其母公司報告的金額計量累計匯兌差額。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澄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第B3.3.6段
在評估是否終止確認金融負債時「10%」測試所包括的費用，並解釋只有實體與放
款人之間支付或收取的費用，包括實體或放款人代表他人支付或收取的費用才包

括在內。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其中修訂示例13，刪除出租人償還租賃資產改
進費用的說明，以解決因該示例中如何說明租賃獎勵而可能引起的關於租賃獎勵

處理的任何潛在混淆。

採納該等修訂並無對本集團的財務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任何重大影響。

於此等財務報表授權日期，以下可能與本集團財務報表有關之若干新訂或經修訂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已刊發但尚未生效，本集團亦無採納：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詮釋
 第 5號（二零二零年）
 （修訂本）

流動或非流動負債分類及財務報表的呈列

 －借款人對包含按要求償還條款的
 定期貸款的分類的修訂 1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實務報告
 第 2號（修訂本）

會計政策之披露 1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 會計估計之定義 1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與單一交易產生的資產及負債相關的遞延稅項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
 （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間的

 資產出售或注資 2

1 於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該等修訂本應適用於在待定日期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發生的資產出售或注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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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流動或非流動負債分類及香港詮釋第5號（二零二零年）（修訂
本）－財務報表的呈列－借款人對包含按要求償還條款的定期貸款的分類的修訂

該等修訂闡明，將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是基於報告期末存在的權利，並明確指

出，分類不受有關實體是否會行使其延遲清償負債的權利的預期影響，並解釋若於報

告期末遵守契諾，則權利即告存在。該等修訂亦引入「結算」的定義，以明確結算是指

將現金、股權工具、其他資產或服務轉移至交易方。

香港詮釋第 5號（二零二零年）已因二零二零年八月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修訂而
作出修訂。香港詮釋第 5號（二零二零年）的修訂更新了詮釋中的措辭，以與香港會計
準則第1號的修訂一致，惟結論並無改變，亦不會改變現有規定。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實務報告第2號（修訂本）－會計政策之披露

緊隨反饋指出需要更多指引以幫助公司釐定應披露會計政策資料後，會計政策披露的

修訂本已予頒佈。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修訂本）要求公司披露其主要會計政策資料，
而非其重大會計政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實務報告第 2號（修訂本）就重要性概念應用
於會計政策披露的方式提供指引。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會計估計之定義

該等修訂引入會計估計之新定義：闡明彼等為財務報表中受計量不確定性影響之貨幣

金額。

該等修訂亦闡明會計政策與會計估計之間的關係，訂明公司為實現會計政策所載之目

標而制定會計估計。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與單一交易產生的資產及負債相關的遞延稅項

該等修訂收窄初始確認豁免的範圍，使其不再適用於產生相等及可扣稅暫時差額的交

易。



– 12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28號（修訂本）－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
合營企業之間的資產出售或注資

該等修訂闡明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間出售或注資的情況。當與採用權益

法入賬的聯營企業或合營企業進行交易時，因喪失對不包含業務的附屬公司的控制權

而產生的任何收益或虧損在損益中確認。將任何前附屬公司（已成為聯營公司或合營企

業）的保留權益按公允價值重新計量所產生的任何收益或虧損，僅以非關聯投資者於新

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的權益為限在損益中確認。

董事預期未來應用上述新訂或經修訂準則不會對本集團的財務報表造成重大影響。

3. 收益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之收益包括里程碑及專利使用費收入及其他收入。期內本集團之收益分析如

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里程碑及專利使用費收入 13 3,274
  

其他收入

 應付稅項利息之超額撥備（附註 (a)） — 379
 長期服務金超額撥備 59 80
 政府補助（附註 (b)） 15 8
 雜項收入 1 2

  
75 469

  
88 3,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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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誠如二零一九年三月十八日所公佈，本公司與澳洲稅務局就因於二零一三年出售
於BC Iron Limited之投資而產生應付資本收益稅項之糾紛而訂立和解協議，涉及
金額為 9,500,000澳元（或約 6,670,000美元），須於和解協議日期起計 90日內支
付。

 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三日，澳洲稅務局確認接受5,000,000澳元（或約3,750,000美
元）作為未償還稅項債務的全數付款及最終付款。因此，本公司撥回利息開支超額

撥備約 491,000澳元（或約379,000美元），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入賬列為其他收入。

(b)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根據「防疫抗疫基金」推出的「保就業
計劃」收到香港政府補助約15,000美元。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到英國政府補助6,000英鎊（或約
8,000美元），作為2019新型冠狀病毒病期間對其英國全資附屬公司的財務支持。

 概無有關補助的未達成條件。

本集團已根據定期呈報予行政總裁之內部財務資料識別其經營分部及編製分部資料，

以根據該等內部財務資料決定本集團各業務組成部分之資源分配並審閱該等組成部分

之表現。內部呈報予行政總裁之財務資料之業務組成部分乃根據本集團之主要產品及

服務類別而釐定。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兩項產品及服務已劃分為以下經營分部：

生物醫藥 ： 研究、開發、製造、推廣及銷售生物醫藥產品以及衰老

生物時鐘領域之人工智能系統

企業投資 ： 投資於公司企業（上市及非上市）

有關經營分部受到監督，根據經營分部業績作出策略決定。可呈報分部之間並無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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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號呈報分部業績所採用之計量政策與其根據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編製之財務報表所用者相同，惟計算經營分部之經營業績時未計入以下內
容：

‧ 稅項抵免

分部資產包括所有資產，但不包括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分部負債不包括可換股票據、股東貸款及遞延稅項負債。

有關本集團呈報分部之資料載列如下：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生物醫藥 企業投資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來自外銷客戶之收益 13 — 13
   

分部業績及除稅項抵免前之綜合
 虧損 (13,172) (8,178) (21,350)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生物醫藥 企業投資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分部資產 36,531 4,894 41,425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1

 
資產總值 41,426

 
分部負債 (280) (4,780) (5,060)
可換股票據 (2,566)
股東貸款 (10,873)
遞延稅項負債 (3,666)

 
負債總額 (22,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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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生物醫藥 企業投資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來自外銷客戶之收益 3,274 — 3,274
   

分部業績及除稅項抵免前之

 綜合（虧損）╱溢利 (9,917) 11,775 1,858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生物醫藥 企業投資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分部資產 49,013 13,215 62,228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1

 
資產總值 62,229

 
分部負債 (482) (4,836) (5,318)
可換股票據 (2,338)
股東貸款 (10,850)
遞延稅項負債 (4,954)

 
負債總額 (23,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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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細分

本集團生物醫藥分部收益之分類及確認收益時間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確認收益時間

於特定時間

里程碑收入 — 3,200
專利使用費收入 13 74

  
13 3,274
  

按外銷客戶之地區劃分

中國 — 3,200
歐洲 13 74

  
13 3,274
  

外銷客戶收益之地區乃基於本集團生物醫藥分部客戶所在地區。

有關主要客戶之資料

來自本集團生物醫藥分部為本集團貢獻收益10%或以上之客戶之收益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客戶A — 3,200
客戶B* 13 74

  

*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來自該客戶之收益並無為本集團貢獻總收

益 10%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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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營運（虧損）╱溢利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營運（虧損）╱溢利已扣除：

核數師酬金

－核數服務 — —

－其他服務 45 49
下列各項之折舊：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11
－使用權資產 234 236
無形資產攤銷 12,341 11,151
短期租賃支出 7 7
低價值資產租賃支出 2 2
衍生金融工具之未變現虧損@ 691 —

透過損益賬按公允價值處理之金融資產之

 未變現虧損@ 3,355 —

透過損益賬按公允價值處理之金融資產之 
 已變現虧損@ 997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1 2
向顧問作出以權益結算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 10 —

淨外匯虧損 464 —
  

並已計入：

出售透過損益賬按公允價值處理之金融資產之

 已變現收益@ — 19
衍生金融工具之未變現收益@ — 3,046
透過損益賬按公允價值處理之金融資產之

 未變現收益@ — 12,175
淨外匯收益 — 54

  

@ 該等款項構成綜合全面收益表內按市值計算之透過損益賬按公允價值處理之

金融資產及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允價值虧損約 5,043,000美元（二零二一年：收
益約15,240,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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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融資成本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不計息股東貸款之推算利息開支 23 21
銀行借貸之利息開支（附註） — —

股東貸款之利息開支 252 252
租賃負債之利息開支 24 40
應付稅項之利息開支 — 98
可換股票據之隱含利息開支 281 234

  
580 645

  

附註：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銀行借貸之利息開支少於1,000美元
（二零二一年：少於1,000美元）。

6. 稅項抵免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所列稅項抵免指：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香港境外

－預扣稅 — (320)
－遞延稅項抵免 1,288 1,123

  
1,288 803

  

該中期財務報表並未就利得稅作出撥備，原因是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六月

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所有須繳納此稅項之公司就計稅而言均錄得虧損。海外稅項按

相關司法權區適用之稅率計算。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稅項抵免約 1,288,000美元（二零二一年：
1,123,000美元）指期內與專利Fortacin™無形資產及知識產權 (Deep Longevity)有關
之攤銷支出產生之遞延稅項抵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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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按照期內股東應佔（虧損）╱溢利及截至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

權平均數計算。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溢利 (20,062) 2,661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2,399,421,215 2,399,421,215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美仙） (0.836) 0.111
  

計算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每股攤薄虧損時並無假設未行使購股權及尚

未行使可換股票據獲轉換，原因為其行使將導致期內每股虧損減少。因此截至二零

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溢利 (20,062) 2,661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2,399,421,215 2,399,421,215
攤薄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購股權 — 15,316,610
  

就每股攤薄（虧損）╱盈利而言之普通股經調整

 加權平均數 2,399,421,215 2,414,737,825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美仙） (0.836) 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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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計算，

當中假設全部有攤薄影響的潛在普通股已全部轉換而調整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且不

計及轉換本公司之未轉換可換股票據，乃由於其屬反攤薄。

8. 應收貿易賬款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收貿易賬款（按其發票日期

計算）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經審核）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一個月內 2 —
  

本集團針對特定業務情況採用適當的信貸政策，一般須於發票開出後二十至三十日（二

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十至三十日）內支付未償還款項。

9. 應付貿易賬款、已收按金、應計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未經審核）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經審核）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應付貿易賬款 104 216
已收按金、應計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4,381 4,280

  
4,485 4,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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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付貿易賬款（按其發票日期

計算）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經審核）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一個月內或應要求 43 209
於一個月後但於三個月內 16 —

於三個月後但於六個月內 45 7
  

104 216
  

應付貿易賬款、已收按金、應計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之公允價值與其各自於報告日期

之賬面值相若。

10. 股息

本公司並無宣派或派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二一年：

無）。

11. 以資產作抵押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銀行存款共計32,000美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無）乃由銀行持有以作為本公司附屬公司獲提供企業信用卡的擔保之存款。

12. 報告日後事項

於二零二二年八月十七日，董事會公佈透過自二零二二年七月八日起直至二零二二年

八月十六日（包括該日）之一系列交易，本公司已於澳洲證券交易所之公開市場上出

售合共1,072,876股DVP股份，現金總代價（扣除開支前）約為2,510,000澳元（或約
1,740,000美元）。

於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本公司已悉數以現金償還可換股票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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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及展望

主要業務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的六個月期間乃本集團再次面臨極具挑戰性的時期，

因為本集團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外部因素，如烏克蘭戰爭、歐洲能源危機、中國實

施的 2019新型冠狀病毒病封鎖╱限制以及通脹壓力增加所導致的收緊貨幣政策，

引致全球經濟增長整體放緩。預計於二零二二年，市場將持續出現更大範圍的波

動，且我們預計通脹壓力的滯後影響將持續至二零二三年財政年度，加之勞動力市

場持續緊張、供應鏈限制及對經濟衰退的擔憂增加，我們認為，此將導致我們於 

二零二二年餘下時間及邁進二零二三年時將面臨更大的經濟及市場不確定性。

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中國及香港繼續採取2019新型冠狀病毒病「清零」防疫政

策，該政策已對並將繼續對企業（包括本集團香港總部）產生重大影響並阻礙經濟增

長。我們經營所在的若干國家已取消人口流動限制，儘管供應鏈受中斷，企業正開

始逐步恢復正常運營。

雖然我們香港的員工已恢復在辦公室辦公，但目前尚不清晰二零二二年餘下時間情

況將如何演變，尤其是香港堅持2019新型冠狀病毒病「清零」防疫策略。然而，我

們將繼續密切留意事態發展，並繼續遵循當地政府的指引及政策，致力確保員工的

安全和健康。

我們定當密切關注烏克蘭不斷演變的局勢，然而目前當地局勢對我們的業務並無造

成任何重大影響。本集團亦持續監察歐盟、英國及美國採取的制裁措施，以確保我

們遵守制裁命令。然而，與2019新型冠狀病毒病一樣，我們顯然難以準確預測事

態發展，以至區內衝突升級對我們業務及合作夥伴業務的影響。我們認為從歷史來

看，製藥業的業務較許多其他行業更具韌性，通常是免受制裁的受保護的行業，這

顯然是從病人的利益著想。當然，在這樣的形勢下，烏克蘭民眾安全和福祉應為首

要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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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期間，本集團產生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約 20,060,000美元，主要是由於： 

(i)無形資產之攤銷費用約12,340,000美元（屬非現金項目）；(ii)本公司股本投資組

合內之透過損益賬按公允價值處理之金融資產之已變現及未變現按市值計價虧損分

別約 1,000,000美元及 3,360,000美元；(iii)本集團的營運及研發開支約 3,010,000

美元；及 (iv)本公司衍生金融工具的未變現虧損約為690,000美元。

股東權益減少至19,260,000美元，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減少約50.32%，

該減少乃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

Plethora Solutions (FortacinTM)

中國

江蘇萬邦醫藥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於藥物評價中心 (http://www.chinadrugtrials.

org.cn/clinicaltrials.searchlist.dhtml)註冊三項藥物試驗，以向國家藥品監督管理

局提交新藥申請。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兩項第一期研究已成功完成，剩下的第三

期研究仍在進行中。儘管經歷於中國因2019新型冠狀病毒病的若干封鎖及限制，

但第三期研究已開始，截至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二日，210名患者已簽署知情同意

書以參與研究（約70%完成），以及128名研究對象已被隨機分配參與研究（約40%

完成）。江蘇萬邦醫藥已告知本公司，即使存在上述2019新型冠狀病毒病封鎖及限

制，估計參與研究及隨機分配可於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完成，僅較先前告知的時間推

遲一個月。

本公司、其監管顧問及江蘇萬邦醫藥已開展籌備階段，向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提交

新藥申請，旨在於二零二三年第二季度末前提交新藥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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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要點的簡要總結為：

登記研究：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研究類型： 第三期臨床試驗、多中心、隨機、雙盲安慰劑對照研究

估計參與數目： 285名研究對象（截至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已有

210名參與者及128名研究對象已隨機分配）

第一終點： 確定Senstend™對早洩指數及陰道內射精延遲時間之影

響

第二終點： 評估Senstend™對早洩研究對象及其性伴侶的安全性及

耐受性

估計完成參與時間：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

向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

 提交申請時間：

二零二三年第二季度

臨床試驗的所有成本（包括所有其他相關的監管及提交申請成本）均由江蘇萬邦醫藥

承擔。

倘臨床研究達致其終點及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已授予Senstend™進口許可證，

則江蘇萬邦醫藥將須向本集團支付5,000,000美元（扣除中國預扣稅前）。此

外，Senstend™於中國進行首次商業銷售後，江蘇萬邦醫藥將須向本集團支付

2,000,000美元（扣除中國預扣稅前）。

為此，本公司對迄今為止的進展仍感到滿意，並期待與江蘇萬邦醫藥及其監管顧問

合作，以實現該等重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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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美國的審批及商業化進展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本公司向美國食品及藥品監督管理局提交題為 

「針對早洩研究對象進行早洩困擾評估問卷™，以比較PSD502與安慰劑反應者比

例的試點、隨機、雙盲研究」的第二期研究結果。美國食品及藥品監督管理局審閱

我們定性及定量的總結報告，並於二零二二年四月十三日就最終定性退出調研報

告（針對早洩研究對象使用早洩困擾評估問卷™以比較PSD502與安慰劑反應者比

例的隨機、雙盲多中心研究的定性退出調研）提出意見。本公司於諮詢其監管顧問

後，於二零二二年六月四日就美國食品及藥品監督管理局的意見及要求提供資料的

函件提交回覆。

於將美國食品及藥品監督管理局的意見及建議納入第三期方案後，本公司的臨床

研究組織亦已完成第三期研究方案及與美國食品及藥品監督管理局就FortacinTM產

品開發的「C型」會議請求。我們希望對美國食品及藥品監督管理局的建議及要求函

件作出充分的答覆並將美國食品及藥品監督管理局的建議及意見納入第三期研究

方案後，本公司可於「C型」會議後短期內進行其第三期研究，計劃將於二零二二年 

第三季度末進行。我們認為第三期研究的啟動乃本公司FortacinTM於美國的商業化

道路的重大積極進展。具體而言，第三期研究的啟動將使本公司能夠推進談判，就

FortacinTM於美國權利「對外授權」予一間美國戰略製藥合作夥伴達成定論。

商業供應的製造及恢復

如前所述，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中，本公司的監管顧問提交一份變更，以擴大

PGAK-1及總雜質的規格。我們就此欣然報告，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英國藥品和健康產品管理局（「英國藥品和健康產品管理局」）批准本公司代表

SenstendTM提交的變更，以 (i)將PGAK-1雜質從 0.5%擴大至 1%，將總雜質從

1%擴大至2%，及 (ii)將SenstendTM的保質期從18個月增至24個月。鑒於英國

藥品和健康產品管理局的批准，Recordati現正考慮其是否代表FortacinTM向歐洲

藥品管理局及英國藥品和健康產品管理局提交相同的變更。儘管如此，Recordati

在過去的 18個月裏已與另一間歐洲第三方製造商合作製造FortacinTM，以求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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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FortacinTM的替代商業供應源。我們欣然呈報，該製造商已完成所需工藝驗證

批次，且於三個月的時間點，產品仍符合規格。鑒於此正面消息，Recordati於 

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向歐洲藥品管理局提交第 II型變更，以添加歐洲製造商

為替代製造商至營銷檔案中，預計此變更將於二零二二年第三季度前獲批。一旦

新製造商獲批，預計Recordati地區的商業供應將恢復。我們希望此新製造商能向

Recordati及我們的其他商業戰略合作夥伴持續供應FortacinTM，從而為本集團帶

來特許權使用費。

其他地區

一旦商業供應恢復，友華生技醫藥將可於台灣、香港及澳門下達新訂單並恢復銷

售（視乎 2019新型冠狀病毒病封鎖或限制是否解除）。友華生技醫藥正於新加坡、 

菲律賓、馬來西亞、文萊、泰國及越南尋求營銷許可。

於二零二二年第二季度，SK-Pharma向以色列衛生部提交其於以色列的營銷許

可，並希望於二零二三年第四季度前獲批。本公司、其監管顧問及SK-Pharma目

前正準備於巴爾幹地區若干國家的營銷許可。

本集團正討論將FortacinTM權利「對外授權」予 (i)一間日本製藥公司；及 (ii)一間位

於海合會所屬地區（包括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卡塔爾、巴林

及阿曼）的製藥公司。

本集團將繼續與其現有及潛在商業夥伴全力緊密配合，並在有任何新進展時適時通

知股東及潛在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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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 Longevity

Deep Longevity正通過建立團隊、產品、技術及商業模式的多項舉措繼續增長。

深度青春已邁出重要的一步，新聘一位行政總裁Deepankar (Deep) Nayak，為公

司引進經驗豐富的專業才能，以調整公司策略並推動公司向前邁進。Deep在技術

諮詢方面擁有逾 17年的經驗，曾於美國、英國、歐洲、日本及中東的大型醫藥客

戶工作。彼於職業生涯中曾兼任多個職位，向客戶提供諮詢、為大型企業構建應用

程式、領導大規模技術交付團隊、於銷售與人際關係管理方面負責不同的領導角

色。彼為大型企業客戶提供技術商業化及軟件即服務 (SaaS)©解決方案的豐富經驗

將可發揮寶貴作用。

Deep Longevity致力於使用其人工智能主導的深度學習模型構建及商業化各種

老化時鐘，由於我們正尋求發掘虛擬心理健康市場上的強勁需求，故特別關注

MindAge©產品。

當前階段，我們正考慮創建針對大、中型僱主的企業級MindAge©產品（基於網絡及

應用程式），其將成為僱員在工作場所管理其虛擬心理健康的首選平台，安全、可

靠、私密且個性化。此將成為二零二二年餘下時間及邁進二零二三年的重點專注產

品。

我們將於二零二三年優先考慮美國、英國及歐洲發達市場的大、中型僱主，瞄準虛

擬心理健康領域，估計該領域的整體潛在市場達890億美元。

Deep Longevity加入了Kickstart的創新 2022加速器計劃，我們欣然宣佈，我們

於來自全世界逾 55個國家的 1,500多份申請中獲Kickstart選為 43家最有前途的初

創企業╱規模化企業之一。作為Kickstart計劃的一部份，Deep Longevity將與多

家在健康及福祉領域的保險公司及企業夥伴討論概念驗證（「概念驗證」）。我們期待

將深度學習人工智能老化時鐘帶給保險公司及其他企業，以改善其僱員和客戶的壽

命、健康和幸福感。人壽及健康保險領域的核保轉型存在巨大商機，而我們擁有領

先的老化時鐘，完全有能力以可擴展及低成本的方式達到這一目標。我們很高興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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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能與Kickstart健康和福祉領域的企業垂直合作，並期待於往後數月內宣佈概念

驗證。

Kickstart對具有經過驗證的商業模式以及能為醫療保健生態系統增值的有潛力的創

新數位健康和幸福感初創企業感興趣。Kickstart歡迎渴望加入╱擴大規模並與我們

的合作夥伴合作，以改善患者體驗、療效和實際療效的初創企業。Kickstart通過快

速推進構建可更持續未來的創新，有條不紊地建立創新生態系統。為此，Kickstart

匯聚公共和私人機構、初創企業、投資者和專家。Kickstart旨在規模化提供下一代

產品和服務。

作為我們通過基於深度衰老及長壽生物標誌物創建虛擬心理產品進程上的第一步，

Deep Longevity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宣佈與哈佛醫學院的Nancy Etcoff博

士合作。Etcoff博士於心理學領域廣受認可，彼為哈佛大學心智╱大腦╱行為計劃

的成員，亦於該校「何為快樂」的研討會中擔任主講嘉賓。彼亦為麻省總醫院精神病

科的執業心理學家，擔任該醫院美學及健康項目的主任。

Deep Longevity與Etcoff博士合著，於Aging-US期刊上發表了一篇論文，題為
《利用人工智能增進未來幸福感：用於識別情緒穩定的自組織映射 (SOMs)》，論文

描述了人類心理學的機器學習方法。此篇文章為Deep Longevity開發的免費自助

應用程式FuturSelf提供了科學背景。

作者利用美國中年的研究數據 (www.midus.wisc.edu)創建了兩個人類心理學的數

字模型。

第一個模型為一組深度神經網絡，藉來自心理學調查的資訊預測受訪者的實際年齡

及其於 10年內的心理健康狀況。該模型展示了人類思維與老化相關的軌跡。該模

型亦表明，建立有意義人際關係的能力隨年齡增長而增加，心理自主能力及對生活

的掌控能力亦與年齡成正比。此外，該模型顯示，只有在40至 50歲後，人類對個

人成長的關注度才穩步下降，並減弱對生活目標的感覺。該等研究結果有助於在成

年人人格發展的範疇，探討社會情緒選擇性及享樂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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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模型是一個以自我組織圖表而開發成心理健康應用程式推薦引擎的支柱。

此類自動化學習技術根據所有受訪者患上抑鬱症的風險將其區分成多個群組，

並為個人識別心理穩定組別提供最短路徑。Deep Longevity長壽醫學總監Alex 

Zhavoronkov闡述道：「現有的心理健康應用程式提供可應用於所有人的一般建

議，但並非適合任何人。我們已建立的系統，達至科學完善，並提供極好的個性化

建議。」

為證明此系統的潛力，Deep Longevity已與歐洲領先的保險科技創新中心合作開

發出FuturSelf (https://futurself.ai)，作為一項可令用戶進行原出版物所述心理測

試的「概念驗證」的應用程式。於評估結束時，用戶會收到一份報告，當中載有旨

在改善彼等長期心理健康及幸福感的見解，並可註冊一個指引計劃，從人工智能獲

取如何達至心理穩定的建議。概念驗證旨在交付設計協作期間的創新想法及確切證

明技術的成效。從FuturSelf獲得的數據將用於透過針對心理健康的最簡可行產品

(MVP)進一步開發Deep Longevity的數位化方式，目標是透過企業對企業 (B2B)

軟件即服務 (SaaS)©模式向保險公司、大型企業及其他僱主提供應用，以允許彼等

僱員追蹤其自身心理健康及幸福感。

近年，鑒於全球疫情及其對工作場所變化的影響（包括對遠程工作的愈發重視及

相關的心理影響），大型僱主已敏銳地意識到僱員心理健康的重要性。為解決如

何追蹤心理健康以幫助僱員更好地應對工作需求及盡可能提升彼等生產力，Deep 

Longevity專注於提供具成本效益並可應用於各行業的高度可擴展的商業解決方

案。透過採用Deep Longevity的數位化方式來管理心理健康，創造了寶貴的反饋

循環，可透過提高僱員的積極性及生產力或允許彼等於必要時尋求重要的情感支援

而幫助彼等成長。就每名僱員而言，僱主提供該必要的人力資源職能的成本可能微

乎其微。與大型保險公司及其他跨國企業的持續討論表明，Deep Longevity（透過

FuturSelf及其他應用程式）的商機龐大，在全球所有市場的地理範圍上均具有可拓

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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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投資

根據本集團前述撤資策略及其於二零二二年三月十四日自股東獲得的出售授權（倘

需要），本集團已積極管理（包括部分出售）其於DVP的現有及戰略投資，相當於 

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公司股本的約 1.47%。本集團於DVP的投資的已變現及未

變現虧損分別為約 1,000,000美元及 3,360,000美元，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的

市值為約3,250,000美元。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出售1,391,012股DVP的股份，總代

價（扣除費用前）為現金約3,970,000澳元（或約2,890,000美元）。

Plethora之財務業績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Plethora錄得營運虧損約 370,000

英 鎊（或 約480,000美 元 ）（二 零 二 一 年： 營 運 溢 利 約 920,000英 鎊（或 約 

1,280,000美元）），不包括無形資產Fortacin™攤銷費用及就遞延稅項負債之稅項

抵免。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Plethora之營運溢利主要包括：(i)里程碑及

專利使用費收入約 10,000英鎊（或約 13,000美元）（二零二一年：約 2,380,000英鎊 

（或約3,270,000美元）），被以下項目抵銷：(ii)與監管及就美國食品及藥品監督

管理局之Fortacin™批准程序在美國進行之第二階段驗證研究相關之研發費用約 

240,000英鎊（或約320,000美元）（二零二一年：約950,000英鎊（或約1,320,000美元））； 

及 (iii)一般及行政費用約130,000英鎊（或約170,000美元）（二零二一年：約

280,000英鎊（或約360,000美元））。

Plethora之現金資源約為42,000英鎊（或約52,000美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約122,000英磅（或約166,000美元）），由本集團持續提供財政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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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二一年：

無）。

展望

2019新型冠狀病毒病疫情之後，經濟持續反彈，第一季度全球國內生產總值

（「GDP」）高於其 2019新型冠狀病毒病疫情前水平約 4.8%，僅較其 2019新型冠狀

病毒病疫情前趨勢低 1.5%。然而，高通脹、烏克蘭戰爭及貨幣緊縮，以及中國實

施的封鎖措施，致使相關擴張步伐明顯放緩。下降大部分歸因於中國，期內中國實

施的封鎖措施極可能導致GDP下降約2%，而世界其他地區的增長亦低迷，預計

GDP僅增長0.25%。於美國，經濟疲軟很大程度上歸因於積累存貨速度放緩及出

口減少，而國內需求總體保持強勁。同時，我們開始目睹英國及歐洲的整體經濟逐

步放緩，而能源價格較高，導致實際工資減少，並開始對增長前景產生影響。

來年，通貨膨脹上升，前景更為暗淡。世界上大部分主要經濟體（包括美國、 

英國、歐洲及日本）可能於未來12至 18個月進入衰退期，原因是較高的通脹對實際

收入及情緒產生影響，以及貨幣政策由高度寬鬆轉向緊縮。

於二零二二年餘下時間，鑒於風險資產減少可能導致發達經濟體比預期更早進入衰

退期，風險偏向下行。經濟極有可能大幅度放緩而非出現軟著陸。能源市場仍然是

主要風險，倘俄羅斯將能源大宗商品對歐洲的輸送武器化，價格進一步急劇上升無

疑將加劇歐洲及世界其他地區的經濟衰退。鑒於中國及香港計劃於可見未來繼續堅

持 2019新型冠狀病毒病「清零」防疫政策，中國可能再次爆發疫情並進一步實施封

鎖措施，而考慮到中國對全球增長所做出的巨大貢獻，此將可能進一步導致出口波

動及供應中斷。最後，隨著聯邦儲備局（「聯儲局」）計劃自二零二二年九月起縮減其

資產負債表規模，金融市場大幅波動及市場流動性不佳的風險將隨時間增加，此可

能迫使聯儲局於某一階段停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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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2019冠狀病毒病狀況複雜且不斷發展及通脹加劇及全球增長放緩的影響，因

此無法預測其將對本集團產生之可能未來影響，包括對本集團如期在中國及其他地

區成功商業化FortacinTM的努力產生的任何進一步負面影響，並因而影響本集團之

現金流量、銷售淨額、盈利能力及前景。因此有理由假設全球股票市場仍將會異常

波動，股價大幅起伏。因此，不論本集團之業績及表現如何，本公司之股價仍有可

能跟隨大市波動，價值因而大幅下跌。

本公司的業務焦點經歷重整簡化，使本公司對本集團及股東的未來前景仍感樂觀，

並將：(i)繼續尋求FortacinTM╱SenstendTM於美國、中國、亞洲、拉丁美洲及中

東等餘下主要市場盡快成功商業化；(ii)其深度學習老化時鐘技術及MindAge©產品

商業化，以及透過提供AgeMetricTM報告及網上平台與診所、實驗室及保險公司合

作；(iii)繼續監察本公司對DVP之投資；及 (iv)繼續落實於醫療保健及生命科學領

域尋求策略及價值主導投資之現有策略。

我們衷心感謝股東一直支持，亦感謝僱員在又一個充滿挑戰之期間竭誠為本公司效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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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五年營業紀錄

截至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總收入及金融工具公允價值

 （虧損）╱收益 (5,419) 18,235 2,149 (313) 2,843 9,493
      

收入減撥回╱（減值虧損）

 及撥備前之支出 (20,770) (13,873) (24,880) (38,114) (33,971) (27,403)

減值撥回 — — 6,126 — — —

減值虧損 — — (5,700) (26,000) — (1,875)
      

撥回╱（減值虧損）及撥備後

 之營運虧損 (20,770) (13,873) (24,454) (64,114) (33,971) (29,278)

融資成本 (580) (1,218) (1,706) (620) — —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之收益 — — — — 209 —

應佔聯營公司之業績 — — — — — (1,067)
      

除稅前虧損 (21,350) (15,091) (26,160) (64,734) (33,762) (30,345)

稅項抵免╱（稅項） 1,288 2,493 1,764 (1,265) 2,669 2,982
      

本期間╱年度虧損 (20,062) (12,598) (24,396) (65,999) (31,093) (27,363)

非控股權益 — — 1 (49) 6 4
      

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 (20,062) (12,598) (24,395) (66,048) (31,087) (27,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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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對本集團表現之討論及分析

收入及溢利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約

20,060,000美元（二零二一年：溢利約2,660,000美元）。

（虧損）╱溢利之主要項目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絕對值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增加╱（減少）

附註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     

里程碑及專利使用費收入 (i) 0.01 3.27 (99.69)

其他收入 0.08 0.47 (82.98)

淨匯兌（虧損）╱收益 (0.46) 0.05 不適用

金融工具之公允價值

 （虧損）╱收益 (ii) (5.04) 15.24 不適用

無形資產攤銷 (12.34) (11.15) 10.67

研發開支 (iii) (0.60) (1.60) (62.50)

一般及行政費用 (iv) (2.42) (3.77) (35.81)

融資成本 (0.58) (0.65) (10.77)

稅項抵免 (v) 1.29 0.80 61.25
   

本公司股東應佔

 （虧損）╱溢利總額 (20.06) 2.66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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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由於並無根據其許可協議觸發里程碑，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並無錄得里程碑付款（二零二一年：3,200,000美元）。然而，本集團於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專利使用費收入約13,000美元（二零

二一年：約74,000美元），由於製造商遇到若干製造問題，於本期間並無供應

Fortacin™，故該收入較低。

(ii)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分別錄得透過損益賬按公允

價值處理之金融資產之已變現及未變現按市值計價虧損約 1,000,000美元及

3,360,000美元（二零二一年：收益分別約20,000美元及 12,180,000美元），

是主要由於期內DVP股價大幅下降所致（中期報告期後已部分回升）。

(iii) 研發開支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600,000美元減少62.50%

至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600,000美元，乃由於於二零二一年

完成第二階段研究以及於美國延遲啟動第三階段研究。

(iv) 一般及行政費用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3,770,000美元減少

35.81%至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2,420,000美元。減少乃主要

由於期內薪金及費用削減。

(v) 稅項抵免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800,000美元增加61.25%

至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1,290,000美元。這主要是由於截至

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預扣稅（二零二一年：320,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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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狀況

股東權益由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38,770,000美元減少50.32%至二零二二

年六月三十日約19,260,000美元。減少乃由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之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約20,060,000美元所致。

本集團之資產亦包括：(i)無形資產約36,310,000美元（即Fortacin™）及知識產權

(Deep Longevity)；(ii)上市及非上市投資約 3,270,000美元；(iii)現金及銀行結餘

約 220,000美元；(iv)應收貿易賬款約 2,000美元；(v)衍生金融工具約 510,000美

元；及 (vi)物業、廠房及設備及其他應收款項約1,110,000美元。

本集團之負債包括 (i)遞延稅項負債約 3,670,000美元；(ii)應付款項及應計賬款約

4,490,000美元；(iii)可換股票據（負債部分）約2,570,000美元；(iv)長期及短期股

東貸款約10,870,000美元；(vi)長期及短期租賃負債約 540,000美元；及 (vii)長期

及短期銀行借貸約31,000美元。

策略計劃

董事會及本公司高級管理層在本公司之策略發展及規劃過程中擔當積極角色。行政

總裁與董事會定期就本公司策略計劃及方向進行互動，並透過互動為本公司定出一

個各方同意之方向，締造及保存其長遠價值，同時協定短期之優先次序及目標。此

外，與本公司現有營運及策略有關之風險目前正透過一名獨立服務供應商進行之內

部審核程序作出測試，旨在識別本公司可更好識別及管理其風險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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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締造或保存長遠價值，本集團承諾：

‧ 出售非核心資產及投資，可讓本公司尋求於生命科學領域之增長及投資機會；

‧ 利用國際及當地專家處理棘手市場、創造佳績及獲得全球認可；及

‧ 利用本公司之香港上市地位以強大之流動資金及進入國際資本市場，並按照聯

交所制定之政策及最佳慣例維持企業管治及社會責任標準等方式。

本公司致力於透過增值收購及以有效股息政策及股份購回計劃向股東退還盈餘股本

之方式締造股東價值及回報。

資金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現金約 220,000美元，佔股東權益總額

1.14%，當中並未計算本集團持有價值約3,270,000美元之透過損益賬按公允價值

處理之金融資產之證券。

資本負債比率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資本負債比率（即長期債務除以總權益加長期債務總和

之比率）約為13.55%（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6.36%）。

風險管理

對本集團之盈利能力與發展能力造成最深遠影響之風險是本集團於Plethora之權益

以及上市股權組合之持續成功及產生的收益。

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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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投資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於任何其他公司擁有任何重大股權投資，亦

無擁有任何物業（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概無進行任何附屬公司的重大

收購或出售。

中期的重大變動

除本公佈所披露者外，本集團之財務狀況及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本公佈中「回顧及展望」及「管理層對本集團表現之討論及分析」所披露之資料概無

重大變動。

報告日後事項

有關報告日後事項的詳情，請參閱本公佈附註12。  

僱員

本集團（包括附屬公司，但不包括聯營公司）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共有18名僱

員及10名顧問（二零二一年：18名僱員及14名顧問）。薪酬政策乃向主要僱員發放

包含薪金、溢利相關之酌情花紅及購股權（如適用）之薪酬待遇。董事會級別以下之

僱員，其薪酬由負責有關部門之董事釐定，而董事之酬金則由薪酬委員會釐定。在

任何情況下，溢利相關之酌情花紅及授出購股權須獲薪酬委員會同意。

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致力於達成及維持高標準之企業管治。董事會負責履行企業管治守則

第A.2.1條守則條文所載之企業管治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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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所載守則

條文。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採納之企業管治政策及常規，與 

二零二一年年報內企業管治報告所披露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

實行的政策及常規保持一致。

董事會有六名董事，包括一名執行董事（即行政總裁）、兩名非執行董事及三名獨立

非執行董事。主席（為非執行董事）領導並負責董事會的運作。行政總裁領導管理團

隊並負責本公司業務及日常營運的運作。兩個角色是獨立並由不同人士履行。在監

察管理層及業務表現的過程中，董事會獲審核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協

助，而各個董事委員會均按照經董事會批准及不時審閱的書面職權範圍運作。投資

委員會及內幕消息委員會亦在董事會授權下負責監察多個事項，包括但不限於合規

情況及披露。於二零二二年七月之董事會會議上，董事會設立機制以確保根據企業

管治守則第B.1.4條守則條文，董事會能取得獨立觀點及意見，並已遵守企業管治

守則第D.2.6及D.2.7條守則條文，分別採納舉報政策及反貪污政策。

董事及相關僱員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其自身有關董事及相關僱員進行證券交易的證券交易守則，其嚴格程

度不遜於標準守則載列的規定標準。本公司會發出通知予董事及相關僱員，提醒彼

等不應於證券交易守則所規定的禁止買賣期內買賣本公司股份。

經向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本公司確認全體董事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內已一直遵守證券交易守則及標準守則載列的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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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未經審核財務資料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財務資料經本公司審核

委員會審閱。董事確認彼等有編製賬目之責任，並有責任發表平衡、清晰及全面

地評核本集團之業績、情況及前景。本公佈「管理層對本集團表現之討論及分析」

內「策略計劃」一段，載有本公司所產生或長期續存的價值基準（經營模式）及實現 

本公司目標之策略闡述。

購回、出售及贖回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回、出售

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於網站刊載

本公佈已於本公司網站 (www.endurancerp.com)及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

刊載。

寄發中期報告

載有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全部詳情

之二零二二年中期報告，將於二零二二年九月底前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可供查

閱，並寄發予股東。

承董事會命

壽康集團有限公司 *
主席

James Mellon

香港，二零二二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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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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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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於本中期業績公佈內，除文義另有指定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二零二一年年報 指 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年度報告

二零二二年中期報告 指 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中期報告

人工智能 指 人工智能

澳洲證券交易所 指 澳洲證券交易所

澳洲稅務局 指 澳洲稅務局

董事會 指 本公司之董事會

行政總裁 指 行政總裁

企業管治守則 指 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之企業管治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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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換股票據 指 本公司在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發行，並於

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到期之4%票息非上

市可換股票據，此等票據可兌換為新股份。詳

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的公佈

2019冠狀病毒病 指 2019新型冠狀病毒病

Deep Longevity 指 Deep Longevity, Inc，為本公司之一家全資附

屬公司

董事 指 本公司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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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青春 指 深度青春有限公司，為Deep Longevity之一

家全資附屬公司

DVP 指 DEVELOP Global Limited，一家於澳洲註冊

成立之上市公司，其股份於澳洲證券交易所上

市（澳洲證券交易所：DVP）

執行董事 指 本公司之執行董事

歐洲藥品管理局 指 歐洲藥品管理局

透過損益賬按公允價值

 處理之金融資產

指 透過損益賬按公允價值處理之金融資產

美國食品及藥品

 監督管理局

指 美國食品及藥品監督管理局

公允價值 指 公允價值

一般及行政 指 一般及行政

Galloway 指 Galloway Limited，一家由主要股東 James 

Mellon（亦為非執行董事兼董事會主席）間接全

資擁有之私人有限公司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會計準則 指 香港會計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指 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師公會 指 香港會計師公會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非執行董事 指 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

知識產權 指 知識產權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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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 指 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

標準守則 指 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

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新藥申請 指 新藥申請

非執行董事 指 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

中國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 指 中國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

友華生技醫藥 指 友華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為本集團於 

台灣、香港、澳門及亞洲其他選定國家的商業

策略夥伴

早洩困擾評估問卷™ 指 早洩困擾評估問卷

Plethora 指 Plethora Solutions Holdings plc，為本公司

之一家全資附屬公司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研發 指 研究及發展

Recordati 指 Recordati S.p.A

證券交易守則 指 監管本集團董事及相關僱員進行證券交易的守

則，乃按照不遜於標準守則所載列的規定標準

獲得採納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1美元，附有投票

權之普通股份，此等股份於聯交所上市，並於 

法蘭克福證券交易所公開市場 (Freiverkehr)買賣

股東 指 股份之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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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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英國 指 英國

美國 指 美利堅合眾國

江蘇萬邦醫藥 指 江蘇萬邦生化醫藥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為上海

復星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完全控股之公司

澳元 指 澳洲法定貨幣澳元

英鎊 指 英國法定貨幣英鎊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美元 指 美國法定貨幣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