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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晶太平洋集團有限公司
Regent Pacific Group Limited
(Stock Code：0575.HK)
公佈 2020 年全年業績
Fortacin™商業化及業務擴展達到重要里程碑
（香港，2021 年 3 月 30 日）作為專業保健、健康和生命科學的投資集團，勵晶太平
洋集團有限公司（「勵晶太平洋」或「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股份代
號﹕0575.HK）欣然宣佈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回顧年內」）止年度之全年業績。
關鍵財務摘要
⚫ 股東應佔虧損於回顧年內由 2019 年的約 66.05 百萬美元下跌 63.06%至約 24.40
百萬美元。
⚫ 股東權益約為 50.31 百萬美元，與去年同期相比下跌 19.52%。
財務表現
本集團於 2020 年錄得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約 24.40 百萬美元（2019 年：約 66.05 百
萬美元）
，主要是由於： (i) 無形資產 Fortacin™之年度攤銷費用約 19.41 百萬美元（屬
非現金項目）；(ii) 收購 Deep Longevity, Inc（「Deep Longevity」或「DLI」）產生之無
形資產商譽減值虧損約 5.70 百萬美元（屬非現金項目）
；及(iii) 本集團營運支出約 7.62
百萬美元；惟被(iv) 無形資產 Fortacin™之減值虧損撥回約 6.13 百萬美元；及(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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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變現按市值計價收益
約 0.46 百萬美元略為抵銷。
股東權益約 50.31 百萬美元，較 2019 年 12 月 31 日減少約 19.52%，減少主要由於本
公司股東應佔虧損所致，惟因完成 DLI 收購後發行 422,687,680 股股份以及兌換若干
可換股票據而發行 139,482,353 股股份之權益而略為抵銷。
里程碑及專利使用費收入由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約 0.16 百萬美元增加
656.25% 至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約 1.21 百萬美元。主要原因為除專利使

1

勵晶太平洋集團有限公司
公佈 2020 年全年業績
2021 年 3 月 30 日

用費收入外，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本公司錄得來自江蘇萬邦醫藥及友華生
技醫藥分別為數 0.80 百萬美元及 0.30 百萬美元的里程碑收入（2019 年：零）。
醫療保健和生命科學業務取得重大進展
醫療保健及生命科學投資仍然是本集團的投資核心焦點，本集團相信對該領域之投資中
長期將為股東創造可觀之回報。本集團加強與領域主要商業夥伴及持份者的關係，並在
此方面取得重大進展如下：
本集團產品 Fortacin™之歐洲市場推廣及分銷夥伴 Recordati S.p.A. (“Recordati”) 取得
歐盟委員會之批准，Fortacin™之營銷授權由處方藥（處方藥）轉為「非處方藥」（「非
處方藥」）地位，有關轉變是旨在大幅增加銷售，從而提高支付予本集團之專利使用費。
Recordati 已於 2020 年年底前在德國開始作為非處方藥銷售，並表示在 2021 年將陸
續於其參考市場推出，惟須獲得必要的國家批准（如有）。
於 2020 年 12 月 29 日，本集團收到本公司中國商業戰略夥伴江蘇萬邦生化醫藥集團有
限責任公司（「江蘇萬邦醫藥」）支付的 0.72 百萬美元（扣除中國預扣稅 10% 後）
。中
國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中國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已批准 Senstend™（Fortacin™ 於
中國市場所用名稱）
，並導致須支付 3.20 百萬美元（扣除中國預扣稅前）(或 2.88 百萬
美元（扣除中國預扣稅後）)，有關款項於 2021 年第一季度完結之前到期。
關於美國食品及藥品監督管理局（「美國食品及藥品監督管理局」）的批准程序，本集團
在 Fortacin™的第二階段驗證研究繼續取得穩定進展，並維持 2021 年上半年向美國食
品及藥品監督管理局提交研究結果的目標，新藥申請可能會在 2022 年年底提交，而《處
方藥使用者收費法》日期將為 2023 年年底。
本集團於台灣、香港、澳門及東南亞若干其他國家之商業戰略夥伴友華生技醫藥股份有
限公司（「友華生技醫藥」）已獲得台灣食品藥物管理署（「台灣食品藥物管理署」）批准
於台灣進行營銷許可，並已觸發向本集團支付 0.27 百萬美元之款項。友華生技醫藥已
於 2021 年 1 月於香港推出 Fortacin™，預計將於 2021 年 3 月及 4 月分別於澳門及台
灣推出。
於 2020 年，勵晶太平洋繼續密切關注多項醫療保健、生命科學及健康行業之收購及投
資機會，並於 2020 年 12 月收購 DLI，一家專門開發人工智能以追踪人類衰老並延長
壽命的公司。本集團藉此作為其進軍保健養生領域之關鍵平台。
勵晶太平洋集團行政總裁 Jamie Gibson 表示：「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下，2020 年
對於本集團及全球經濟而言都是前所未有充滿挑戰的一年，對環球經濟活動造成了不利
的影響。然而，醫療保健、健康及生命科學的投資對宏觀經濟基本因素及波動之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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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得多。集團於 2020 年下半年的表現強勁，達到多項重要的里程碑，包括收購 Deep
Longevity 及其主要產品 Fortacin™的關鍵進展。隨著 DLI 之 Young.AI 流動應用程式及
Young.AI 網站商業化，以及透過提供 AgeMetric™報告及網上平台與診所、實驗室及保
險公司合作，加上 Fortacin™在目標市場持續商業化，我們在中國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
及美國食品及藥品監督管理局取得進展以及與其他潛在商業合作夥伴之商討持續進行
中，我們對本集團之未來前景充滿期待。」
更改公司名稱之建議
為了反映集團自 1997 年首次公開招股以來本集團業務的演變及對醫療保健、生命科學
及健康領域業務關注的日益增長，以及本集團當前和預期之投資重點及業務，本集團決
定將之名稱由「Regent Pacific Group Limited」更改為「Endurance RP Limited」(中
文名稱由「壽康集團有限公司」替代「勵晶太平洋集團有限公司」)，並以 Endurance
Longevity 為集團之品牌名稱。新名稱將可以更準確地傳達本集團當前及未來業務方向，
亦為公司提供更貼切之公司形象及身份，有利於本公司業務發展。
-完 關於勵晶太平洋（股份代號﹕0575.HK）
勵晶太平洋是一家多元化的投資集團，總部設在香港，目前在醫療保健、健康和生命
科學領域持有各種企業和戰略投資。該集團擁有良好的投資記錄，自首次公開募股以
來的24年財務報告中，該集團已為股東帶來了約2.98億美元的回報。
本新聞稿由達博思傳訊顧問有限公司發佈，如有任何媒體查詢，請聯絡﹕
陳鎧瑤 電話: (852)3679 3671 電郵: jchan@lbs-comm.com
何幸儒 電話: (852)3752 2675 電郵: jho@lbs-comm.com
蕭穎湄 電話: (852)3752 2674 電郵: rsiu@lbs-com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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