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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視佳公佈 2020 年中期業績
COVID-19 影響全球市場停擺下，德國市場收入保持相對穩定
隨著市場地位繼續強化，中國和歐洲業務持續擴張
2020 年中期業績摘要
■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六個月的收益達到約 188.83 百萬港元
■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六個月的毛利潤達到約 75.62 百萬港元
■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六個月的毛利率為 40.0%
■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六個月的經營溢利為 27.57 百萬港元
■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六個月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達約 18.17 百萬港元
按地域劃的收入分佈
■ 由於 COVID-19 爆發，市場部分停擺導致德國市場總收入同比下降 0.4%
■ 受 COVID-19 影響，市場停擺和隔離措施導致中國市場的總收入同比下降 30.7%。
惟今年 5 月底，已恢復了正常經營
■ COVID-19 導致市場停擺一個月，丹麥市場總收入同比下降 3.0%
[香港訊，2020 年 8 月 27 日] 德視佳國際眼科有限公司(「德視佳」或「公司」，股份
代號：1846) ，結合了卓越的德國眼科醫學及 25 年個性化的客戶服務經驗，是在德
國，丹麥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下簡稱“中國” )提供視力矯正服務的行業領先品牌之
一，欣然公佈其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2020 年上半年」)的財務表現。
2020 年上半年，集團的收入同比下降 8.4%至約 188.83 百萬港元，毛利同比下降 18.0%
至 75.62 百萬港元，毛利率為 40.0%，同比下降 3.4 個百分點。按地區劃分，德國地
區、中國地區及丹麥地區的經營收入分別為 129.46 百萬港元、36.42 百萬港元及 22.95
百萬港元，分別佔總收入的 68.5%、19.3%和 12.2%。
2020 年上半年運營受特殊事件影響：COVID-19 爆發及全球停擺
突如其來的新型肺炎爆發以及繼後世界各國的強制性業務停擺，對我們的業務運營造
成了負面影響。

集團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於中國地區的收益較 2019 年同期下降 30.7%，主
要由於受到中國政府對新型肺炎疫情採取防控措施及有關政策等諸多原因的影響。集
團認為該種影響是暫時性的，對集團在中國地區的業務經營和發展未構成重大不利影
響。
相對而言，新型肺炎爆發對集團的歐洲業務影響較小。在德國地區，只有在少數城市
被封鎖，而在漢堡(Hamburg)的旗艦診所更是能夠在疫情爆發期間保持全面運作。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在德國地區的總收入保持相對平穩，與 2019 年同期相比
僅下降 0.4%。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集團於丹麥地區的收益較 2019 年同期下滑 3.0%。儘
管集團於當地的業務受新型肺炎疫情的影響而出現一定時間的中斷，但總體而言仍實
現平穩表現。
2020 年上半年，晶體置換手術(包括單焦點及三焦點晶體置換手術)的收益達約 89.69 百
萬港元，佔期內總收益的 47.5%，其中進行三焦點晶體手術的收益達約 84.37 百萬港
元。後房型人工晶體(ICL)植入術的收益則達約 26.51 百萬港元。晶體置換手術及後房型
人工晶體(ICL)植入術仍是公司主要收入來源，合共佔 2020 年上半年總收益的 61.5%。
由於新型肺炎爆發導致手術數量減少以及從主要供應商獲得更優惠的購買價格，集團
的原材料和消耗品採購成本減少 11.5%，令總成本同比下降了 3.0%。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集團的毛利約 75.62 百萬港元，同比下降 15.5%，主
要受新型肺炎疫情的影響，於德國、丹麥及中國診所的業務經營中斷及暫停。期內毛
利率為 40.0%，較 2019 年同期減少了 3.4 個百分點。
集團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達約 18.17 百萬港元，同比增長 251%。就非經常性項目
調整後，集團的經調整期內稅後淨利為約 16.74 百萬港元。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集
團維持了穩健的資產負債表，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及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分別為 697.23
百萬港元及 822.81 百萬港元。
市場策略成效顯著
作為全球領先的視力矯正公司，德視佳致力於成為歐洲和中國市場的首選眼科診所集
團，為患者提供最優質的服務以及最先進的德國技術和專業知識。在瞬息萬變的市場
環境中，德視佳繼續擴大其業務。 6 月，集團與基於人工智慧的眼底檢查演算法公司
Airdoc 建立了合作關係。借助 Airdoc 的先進技術，集團能夠每月讓多達 1,000 名患者在
不同活動中進行遠程的初步眼部健康評估，從而跟進後續治療。
集團最近亦已與知名眼科診所 FreeVis LASIK Zentrum Universitätsklinikum Mannheim，一
家與曼海姆大學合營的眼科診所 (「FreeVis」)訂立一項無約束力的收購協議。FreeVis
目前專門從事屈光性鐳射手術及晶體置換手術。這項收購將進一步擴大集團在德國地
區的業務，同時鞏固其行業領導地位。

集團正在擴大其在哥本哈根的服務，並正在敲定新的租約以搬至新的診所。該新診所
規模更大且位於哥本哈根中心地區，這將有助於滿足丹麥地區對集團服務不斷增長的
需求。集團計劃在 2021 年第二季度完成新診所的擴張。
集團將繼續致力於擴大其在中國地區的業務，並預計在 2020 年第四季度開設新的重慶
診所。於 2018 年，重慶有 14%人口達到 65 歲，預計該地區對高端晶體置換手術的醫
療需求強勁。該診所還將作為外科中心，為居住在中國西南地區的患者提供全面的眼
科診療服務。
德視佳診所推出新服務
集團亦擴大了其服務範圍，推出過夜佩戴的角膜塑形鏡(ortho-k)。 Ortho-k 鏡片是透氣
性鏡片，可在睡眠時輕柔塑造眼睛的前表面角膜，使患者第二天摘除後可以恢復正常
視力。它們通常用於矯正屈光不正，減慢兒童或患有輕度至中度近視的人的眼睛健康
惡化速度。
鑑於 EDOF ICL 已在歐洲地區獲得批准，集團將在 2020 年第三季度開始在其德國診所使
用此技術。通過採用新的 EDOF ICL 移植技術，集團將能夠通過覆蓋更年輕老花眼患者
而為更廣泛的群體提供治療。集團已計劃在未來三到五年內，在該技術於中國獲得批
准後，在當地開始提供此項服務。
最新發展
在 7 月，Burkhard Dick 教授加入德視佳國際醫學顧問委員會。Dick 教授是德國最具影
響力的眼科醫生之一，開創了歐洲飛秒鐳射白內障手術，並曾於 2016 年至 2020 年出
任德國白內障和屈光手術協會(DGII)的主席。

德視佳的創始人，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約根森博士說：「我為德視佳團隊在 COVID-19
疫情下的努力及應對表現感到非常自豪。他們堅定地為所有患者提供最優質的服務，
同時通過採取嚴格的措施，例如：對所有診所進行消毒和清潔，以確保員工和患者的
安全。我們的診所均已恢復正常運營，需求亦已回升至疫情爆發之前的水平。我們將
繼續擴大市場佔有率。我們將憑藉在晶體手術方面的專業知識，繼續發揮德國市場領
導者的優勢，同時抓住新的市場機遇。此外，我們作為德國市場的領導者，擁有良好
聲譽，相信能夠在中國市場繼續快速發展並取得成績。我們感謝在這個充滿挑戰的時
期繼續支持我們的所有投資者。我們計劃繼續在中國每年開設兩到三間新診所，同時
擴大我們的優質眼科品牌的影響力。我們為實現“Nie wieder Brille！”(不再戴眼鏡)的目
標繼續努力。我們期待在 2020 年下半年取得更好的業績。」

關於德視佳國際眼科有限公司
德視佳成立於 1993 年，是視力矯正行業的領先品牌之一，該產品結合了德國眼科學的
卓越經驗和超過 25 年的經驗以及個性化的客戶服務。德視佳是為數不多，具有廣泛地
理覆蓋範圍的眼科診所之一，業務遍及德國，丹麥和中國。該集團的視力矯正服務包
括：(i)屈光鐳射手術(包括 ReLEx Smile 和 Femto LASIK)； (ii)晶體植入手術(ICL)； (iii)晶狀
體置換手術(包括單焦點和三焦點晶狀體置換手術)和(iv)其他(包括 PRK / LASEK 和 ICRS 植
入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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