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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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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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代號：286）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愛 帝 宮 母 嬰 健 康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AIDIGONG MATERNAL & CHILD HEALTH LIMITED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全年業績之補充公告

茲提述愛帝宮母嬰健康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日之公
告（「二零一九年業績公告」），內容有關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未經審核全年業績（「二零一九年全年業績」）。
除文義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二零一九年業績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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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謹此宣佈二零一九年全年業績的審核程序已於二零二零年五月八日完成，其
大致與二零一九年全年業績相同，惟下文載列之調整除外：

1. 二零一九年業績公告第3頁「未經審核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報表」項下二零
一九年「本公司擁有人」及「非控股權益」「應佔年度全面收益╱（開支）總額」數
字（金額以千港元列示）分別調整至7,815及6,301；

2. 二零一九年業績公告第4頁「未經審核綜合財務狀況報表」項下二零一九年「商譽」
及非流動資產總額數字（金額以千港元列示）分別調整至627,529及2,259,123；

3. 二零一九年業績公告第5頁「未經審核綜合財務狀況報表」項下二零一九年「資
產總額減流動負債」數字（金額以千港元列示）調整至2,319,719；

4. 二零一九年業績公告第5頁「未經審核綜合財務狀況報表」項下二零一九年「儲
備」數字（金額以千港元列示）調整至1,065,100；

5. 二零一九年業績公告第5頁「未經審核綜合財務狀況報表」項下二零一九年「本
公司擁有人應佔股本權益」及「非控股權益」數字（金額以千港元列示）分別調整
至1,103,409及203,398；

6. 二零一九年業績公告第5頁「未經審核綜合財務狀況報表」項下二零一九年「遞
延稅項負債」及非流動負債總額數字（金額以千港元列示）分別調整至167,572及
1,012,912，因此，二零一九年「股本權益總額」及「非流動負債」之總金額調整至
2,319,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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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二零一九年業績公告第14頁附註「4.營運分部」之「分部資產及負債」分節項下
之二零一九年「月子服務」一欄及「綜合」一欄項下之「可呈報分部之分部資產」
數字（金額以千港元列示）分別調整至1,763,538及3,119,806，因此，二零一九年
「綜合」一欄項下之「資產總額」的金額調整至3,136,629；

8. 二零一九年業績公告第14頁附註「4.營運分部」之「分部資產及負債」分節項下
之二零一九年「綜合」一欄項下之「未分配負債」數字（金額以千港元列示）調
整至188,010，因此，二零一九年「綜合」一欄項下之「負債總額」的金額調整至
1,829,822；

9. 二零一九年業績公告第15頁附註「4.營運分部」之「地區資料」分節項下之二零
一九年「非流動資產*」一欄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數字（金額以千港
元列示）調整至1,692,454；及

10. 二零一九年業績公告第17頁附註「7.除稅前溢利」項下之二零一九年「透過損益
按公平值估算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收益」數字（金額以千港元列示）調整至
(631)。

由於上文所載調整，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修訂綜合業
績（為供方便參閱，主要修訂以灰色背景於下文列示，而有關修訂連同經審核財務報
表附註將於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年報」）呈列），
連同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比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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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報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610,612 377,035

銷售成本 (419,031) (279,492)

毛利 191,581 97,543

其他收入 10,219 3,627

行政費用 (89,081) (64,005)

銷售及分銷費用 (37,906) (1,318)

攤佔聯營公司之業績 8,351 17,371

營運溢利 83,164 53,218

就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確認減值虧損 (13,034) –

衍生金融負債公平值變動 – (2,438)

應付或然代價之公平值變動虧損 (5,821) –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收益 16,625 – 

視作出售聯營公司虧損 – (571)

終止確認可換股票據之收益 – 7,391

財務成本 (44,808) (37,724)

除所得稅前溢利 36,126 19,876

所得稅開支 (19,039) (8,768)

年度溢利 17,087 11,108

其他全面收益╱（開支），已扣除所得稅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分擔聯營公司之其他全面開支 (985) (2,437)

換算境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26,338) (24,880)

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計算之股權投資價值變動 24,352 2,067

年度其他全面開支，已扣除所得稅 (2,971) (25,250)

年度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14,116 (14,142)



5

應佔年度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11,237 2,160

非控股權益 5,850 8,948

17,087 11,108

應佔年度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7,815 (12,988)

非控股權益 6,301 (1,154)

14,116 (14,14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度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每股港仙） 0.35 0.07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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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211,125 30,106
使用權資產 331,780 –
無形資產 822,952 214,288
商譽 627,529 229,010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91,561 223,789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計算之股權投資 24,500 77,684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43,159 111,350
遞延稅項資產 6,517 –

2,259,123 886,227

流動資產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254,057 135,266
應收貿易款項 34,987 31,351
存貨 35,918 29,062
借予股東貸款 45,443 28,574
發展中物業 246,106 209,174
應收短期貸款賬項 34,733 40,048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估算之金融資產 146,164 –
銀行及現金結餘 80,098 8,016

877,506 481,491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 21,419 442
應計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119,993 35,574
合約負債 225,934 87,227
融資租賃責任 – 367
租賃負債 77,012 –
應付或然代價 208,613 –
銀行及其他借貸 106,727 16,138
擔保票據及應付債券 32,616 213,209
應付稅項 24,596 2,811

816,910 355,768

流動資產淨值 60,596 125,723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2,319,719 1,01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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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及儲備
股本 38,309 29,962

儲備 1,065,100 720,53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股本權益 1,103,409 750,497

非控股權益 203,398 211,730

股本權益總額 1,306,807 962,227

非流動負債
應付或然代價 117,203 –

遞延稅項負債 167,572 15,157

融資租賃責任 – 983

銀行借貸 374,738 –

租賃負債 264,478 –

擔保票據及應付債券 88,921 33,583

1,012,912 49,723

2,319,719 1,011,950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二零一九年業績公告所載二零一九年全年業績維持不變。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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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數師認同二零一九年全年業績

於作出上述調整後，根據上市規則第13.49(2)條的規定，本公司核數師國衛會計師事
務所有限公司認同二零一九年業績公告所載二零一九年全年業績（包括有關本集團
未經審核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報表及未經審核綜合財務狀況報表及其相關附註
的財務數字）。

刊發年報

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規定，或根據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及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於二零二零年三月十六日發佈之「有關在COVID-19大流行下刊發業績公告
的聯合聲明的進一步指引」刊發年報。基於本公司現時可得之資料，預期將於二零二
零年五月十五日或之前刊發其年報。

承董事會命
愛帝宮母嬰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聯席主席
朱昱霏及張偉權

香港，二零二零年五月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朱昱霏女士、張偉權先生、林江先生及李潤平先生；
非執行董事黃建民先生及楊智博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麥楊光先生、林至頴先生
及黃耀傑先生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