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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link Electronic Commerce Limited
貿易通電子貿易有限公司貿易通電子貿易有限公司貿易通電子貿易有限公司貿易通電子貿易有限公司

股份編號股份編號股份編號股份編號﹕﹕﹕﹕0536

二零零九年全年業績公佈二零零九年全年業績公佈二零零九年全年業績公佈二零零九年全年業績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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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日期上市日期上市日期上市日期 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八日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八日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八日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股價股價股價股價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三日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三日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三日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三日))))
港幣港幣港幣港幣 0.91元元元元

已發行股份數目已發行股份數目已發行股份數目已發行股份數目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二十八日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二十八日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二十八日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二十八日))))
778,306,055 股股股股

市值市值市值市值 港幣港幣港幣港幣708,258,510元元元元

財政年度年結日財政年度年結日財政年度年結日財政年度年結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主要股東主要股東主要股東主要股東

財政司司長法團財政司司長法團財政司司長法團財政司司長法團 ((((12.3%)

香港上海香港上海香港上海香港上海滙滙滙滙豐銀行有限公司豐銀行有限公司豐銀行有限公司豐銀行有限公司 ((((8.12%))))

DJE Investment S.A. ((((7.99%))))

Penta Investment Advisers Limited ((((5.05%))))

公司簡介公司簡介公司簡介公司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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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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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通交易收費
+

政府收費
+

以電子方式

遞交貿易相關文件

物流服務物流服務物流服務物流服務
供應商供應商供應商供應商

進口商進口商進口商進口商

出口商出口商出口商出口商

承運商承運商承運商承運商

運輸商運輸商運輸商運輸商

製造商製造商製造商製造商

商
界
商
界
商
界

商
界

商
界
商
界
商
界

商
界

政府收費
+

以電子方式

遞交貿易相關文件

以電子方式確認 以電子方式確認

貿易通提供貿易通提供貿易通提供貿易通提供：：：：

• 文件查核及確認文件查核及確認文件查核及確認文件查核及確認

• 安全可靠的傳輸途徑安全可靠的傳輸途徑安全可靠的傳輸途徑安全可靠的傳輸途徑

• 7 x 24 電子界面電子界面電子界面電子界面

• 文件狀況追蹤文件狀況追蹤文件狀況追蹤文件狀況追蹤

• 熱線熱線熱線熱線、、、、上門技術支援及其他客戶服務上門技術支援及其他客戶服務上門技術支援及其他客戶服務上門技術支援及其他客戶服務

• 紙張轉換電子形式服務紙張轉換電子形式服務紙張轉換電子形式服務紙張轉換電子形式服務

香港特區政府香港特區政府香港特區政府香港特區政府

核心業務核心業務核心業務核心業務 ---- 政府電子貿易服務政府電子貿易服務政府電子貿易服務政府電子貿易服務

運作模式運作模式運作模式運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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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S

六項政府電子貿易服務(GETS)：

於年內成功優化電腦平台，並在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投入服務，
令公司能在全新七年牌照期 (2010-2016) 內提供前端政府電子
貿易服務

進出口報關單
(「TDEC」)

生產通知書
(「PN」)

產地來源證
(「CO」)

應課稅品許可證
(「DCP」)

電子貨物艙單
(「EMAN」)

紡織商登記方案
(「TTRS」)

核心業務核心業務核心業務核心業務 ---- 政府電子貿易服務政府電子貿易服務政府電子貿易服務政府電子貿易服務 ((((續續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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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全球經濟衰退所拖累，核心業務於二零零九年上半年下
跌18%，而下半年跌幅收窄至9%，全年整體下跌13%

所提供的六項GETS服務繼續於市場佔領導地位

繼續擁有54,000名登記客戶，當中包括製造商、進口商、
出口商、承運商、物流服務供應商及運輸商

核心業務核心業務核心業務核心業務 -政府電子貿易服務政府電子貿易服務政府電子貿易服務政府電子貿易服務（（（（續續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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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TNCo

去年收購DTTNCo，使集團能有效整合貿易通與DTTNCo
之間的業務及營運資源，從而大幅減省經營成本

有關合併貿易通與DTTNCo之主要平台的工作，預計於2年
內完成，將能進一步減省成本

集團所提供的綜合服務及應用方案，獲得更多現有及新客
戶所採用，其中包括不少重要的成功例子

DTTN未來會為集團帶來正面的盈利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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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Sign

Digi-Sign 於二零零九年取得令人鼓舞的進展

積極與金融服務業界緊密合作，以致力發展符合香港金融
管理局要求的網上保安方案

該等保安方案獲多間大型銀行採用，為其企業客戶提供安
全可靠的網上銀行服務

與銀行商討將網上保安方案的使用延伸至零售客戶上，有
關磋商已達成熟階段

將成為集團另一穩定的經常性收入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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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二零零九年股息二零零九年股息二零零九年股息二零零九年股息:

- 已派付的中期股息：每股 1.752港仙

- 擬派付的末期股息：每股 4.0港仙

- 全年股息合共：每股 5.752 港仙

連續第四年將全部應佔溢利派發予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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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財務摘要財務摘要財務摘要財務摘要財務摘要財務摘要財務摘要



12

財務摘要財務摘要財務摘要財務摘要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二零零八年二零零九年二零零九年二零零九年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3.61港仙

5.52港仙

1.752港仙港仙港仙港仙

4.0港仙港仙港仙港仙

每股股息每股股息每股股息每股股息

- 中期股息

- 擬派末期股息

9.1港仙

9.1港仙

5.8港仙港仙港仙港仙

5.8港仙港仙港仙港仙

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

-基本

-攤薄

232,605

110,199

(22,222)

71,115

199,225

58,598

(2,037)

45,111

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

經營溢利經營溢利經營溢利經營溢利

所佔聯營公司業績所佔聯營公司業績所佔聯營公司業績所佔聯營公司業績

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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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財務比率主要財務比率主要財務比率主要財務比率

二零零八年二零零九年二零零九年二零零九年二零零九年

29.4%

22.6%

20.4%

2.0 

6 

經營溢利率

淨溢利率

實際稅率

流動比率

應收賬款週轉日數1

47.4%

30.6%

19.2%

2.1

4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附註 1： 應收賬款週轉日數，乃先將應收賬款除以營業額及貿易通代政府所收的費用的總和，再
將該結餘乘以有關期間的日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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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主要項目資產負債表主要項目資產負債表主要項目資產負債表主要項目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於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零九年於二零零九年於二零零九年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41,461

18,401

439,483

336,760

59,657

22,503

252,371

322,854

固定資產

應收賬款

現金及現金等值2

資產淨值

附註 2：包括於有關期間內分別錄得港幣168.5百萬元及港幣171.6百萬元的客戶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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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約為港幣32.8百萬元

應收賬款為港幣22.500百萬元

應收賬款週轉日數為6日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的現金及銀行存款為港幣252.4
百萬元(包括港幣168.5百萬元
的客戶按金)

投資港幣145.8百萬元的企業票
據

穩健的現金流量穩健的現金流量穩健的現金流量穩健的現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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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pects

16

展望展望展望展望展望展望展望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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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展展展望望望望

隨著中國內地經濟復甦，集團在當地的投資及業務前景樂
觀

南方海岸科技服務有限公司於二零一零年的前景可望向好

平谷物流園項目於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二日開展，現已全面
投入營運

北京長電智源光電子有限公司將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全面
投入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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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18

問答問答問答問答問答問答問答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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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19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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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二零零九年二零零九年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 (港幣千元 )

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 199,225       232,605       

利息收入 5,937           12,681         

僱員成本 (82,334)        (80,639)        

折舊 (18,656)        (9,383)          

其他經營收入 (45,574)        (45,065)        

經營溢利經營溢利經營溢利經營溢利 58,598         110,199       

所佔聯營公司業績 (2,037)          (22,222)        

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 56,561         87,977         

稅項 (11,529)        (16,850)        

本年度溢利本年度溢利本年度溢利本年度溢利 45,032         71,127         

以下人士應佔以下人士應佔以下人士應佔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45,111         71,115         

少數股東權益 (79)              12               

本年度溢利本年度溢利本年度溢利本年度溢利 45,032         71,127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中期股息 13,636         28,097         

結算日後擬派末期股息 31,132         42,962         

44,768         71,059         

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

基本   5.8港仙港仙港仙港仙  9.1港仙

攤薄 5.8港仙港仙港仙港仙  9.1港仙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綜合收益表綜合收益表綜合收益表綜合收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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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 (港幣千元 )

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59,657          41,461         

根據經營租賃持作自用的租賃土地權益 5,342            5,484           

商譽 9,976            -

所佔聯營公司權益 23,659          42,539         

98,634          89,484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 22,503          18,401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28,913          14,876         

其他財務資產 147,373        -

銀行存款 5,000            5,124           

現金及現金等值 247,371        434,359      

451,160        472,760      

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應付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220,096        220,046      

稅項 3,867            2,438           

223,963        222,484      

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 227,197        250,27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325,831        339,760      

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
長期服務金撥備 2,405            2,282           

遞延稅項 572                718              

2,977            3,000           

資產淨值資產淨值資產淨值資產淨值 322,854        336,760      

資本及儲備資本及儲備資本及儲備資本及儲備
股本 155,661        155,661      

儲備 167,193        180,819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322,854        336,480      

少數股東權益 - 280              

權益總額權益總額權益總額權益總額 322,854        336,760      

綜合資產負債表綜合資產負債表綜合資產負債表綜合資產負債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