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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簡介公司簡介公司簡介公司簡介

778,649,055股股股股
已發已發已發已發行行行行股份股份股份股份數數數數目目目目

(於二於二於二於二零零零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三三三三月二十月二十月二十月二十二二二二日日日日)

上市日期上市日期上市日期上市日期 二二二二零零零零零零零零五五五五年年年年十月二十八日十月二十八日十月二十八日十月二十八日

股價股價股價股價

(於二於二於二於二零零零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三三三三月二十月二十月二十月二十二二二二日日日日)
港幣港幣港幣港幣1.16元元元元

市值市值市值市值 港幣港幣港幣港幣 903,232,904 元元元元

財政財政財政財政年度年年度年年度年年度年結日結日結日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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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9%)
香港上海香港上海香港上海香港上海滙滙滙滙豐銀豐銀豐銀豐銀行行行行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8.11%)
DJE Investment S.A. (7.99%)
Penta Investment Advisers Limited (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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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大綱大綱大綱

• 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

• 財務摘要財務摘要財務摘要財務摘要

• 展望展望展望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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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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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業務核心業務核心業務核心業務-政府電子貿政府電子貿政府電子貿政府電子貿易易易易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運作模式運作模式運作模式運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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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門技術支援及上門技術支援及上門技術支援及上門技術支援及

其他客戶服務其他客戶服務其他客戶服務其他客戶服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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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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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業務核心業務核心業務核心業務-政府電子貿政府電子貿政府電子貿政府電子貿易易易易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續續續續)

• 六項政府電子貿易服務(GETS):

• 於二零一零年展開前端政府電子貿易服務（「GETS II」）新續之七
年期牌照的首年服務

• 自二零一零年十一月起，香港郵政在17間指定郵局代本集團提供紙張
報關櫃枱收件服務

• 本年度，GETS業務增長約6%，而整體市場增長則為10 %

G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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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紡織商登記方案通知書
(「TT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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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通貿易通貿易通貿易通/DTTNCo

• 推廣物流及製造業全方位應用方案的工作穩步
發展

• 2010年中完成整合兩個電腦平台的共同外圍配
套設施

• 2010年末完成整合兩個電腦平台應用程式之概
念測試

• 於2011年完成合併後，將可進一步節約成本、
改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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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Sign

• 取得令人鼓舞的發展

• 與ATM網絡營運商訂立協議，提供電子核證服
務以促進新一代晶片型ATM卡的應用

• 協助香港數間大型銀行提升網上銀行認證系
統，達致符合香港金融管理局之保安指引水平

• 與香港一間大型銀行作最後階段磋商，協議提
供保安編碼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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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 已派付中期股息 : 每股 2.5 港仙

• 擬派付末期股息 :每股 6.3港仙

• 全年股息合共 :每股 8.8港仙

連續五年將連續五年將連續五年將連續五年將全部全部全部全部應佔溢利派發予股東應佔溢利派發予股東應佔溢利派發予股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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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財務財務財務財務回顧回顧回顧回顧

與2009年度比較：

• 營業額上升8.5%至港幣216.1百萬元

• 2010年之折舊前經營開支為港幣130百萬元,與2009年
港幣128百萬元之水平相近

• 經營溢利上升46.1%至港幣85.6百萬元，經營邊際利潤
更由29.4%上升至39.6%

• 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上升53.7%至港幣69.3百萬元

2010年之收益年之收益年之收益年之收益、、、、經營溢利及經營溢利及經營溢利及經營溢利及邊際利潤邊際利潤邊際利潤邊際利潤全面回升全面回升全面回升全面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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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財務摘要財務摘要財務摘要

每股股息每股股息每股股息每股股息 (港仙港仙港仙港仙)

+42.7%1.7522.5- 中期股息

+55.2%5.89.0-基本

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 (港仙港仙港仙港仙 )

+53.4%5.88.9-攤薄

+57.5%4.06.3- 擬派末期股息

+46.0%58,59885,581經營溢利經營溢利經營溢利經營溢利

+8.5%199,225216,091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

+95.8%(2,037)(3,9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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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5%45,11169,2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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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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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變動變動變動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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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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經營溢利率經營溢利率經營溢利率經營溢利率 39.6% 29.4%

淨溢利率淨溢利率淨溢利率淨溢利率 32.1% 22.6% 

實際稅率實際稅率實際稅率實際稅率 15.1% 20.4% 

流動比率流動比率流動比率流動比率 1.89 2.01

應收賬款週轉日數應收賬款週轉日數應收賬款週轉日數應收賬款週轉日數1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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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財務比率主要財務比率主要財務比率主要財務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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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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於二零於二零於二零於二零一零一零一零一零年年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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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於於於二零零九年二零零九年二零零九年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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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資產固定資產固定資產固定資產 58,712 64,999

應收賬款應收賬款應收賬款應收賬款 22,916 22,503

其它財務資產其它財務資產其它財務資產其它財務資產2 156,739 147,373

現金及現金等值現金及現金等值現金及現金等值現金及現金等值2 215,985 252,371

資產淨值資產淨值資產淨值資產淨值 336,281 322,854

附註 2:    本集團持有的企業債券之公平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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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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約為港幣76.8百萬元

• 應收賬款為港幣22.9百萬元

• 應收賬款週轉日數約為6日

• 沒有壞賬

•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現金
及銀行存款為港幣216.0百萬元

• 沒有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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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展望展望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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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 2011年的經營環境依然嚴峻

– 本港出口業的信心依然不穩
– 來自另外兩間服務供應商的競爭勢必更加激烈
– 成本將繼續上升

• 然而,本集團對未來的表現仍然充滿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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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貿易通貿易通貿易通貿易通/DTTN

• 競爭越趨激烈的GETS市場對本集團之未來收
入及邊際利潤將造成壓力

• 將進一步節省成本並制訂計劃以重新部署業務

Digi-Sign

• 開拓為ATM卡提供電子核證服務的潛在商機

• 正根據一項共同保安編碼器計劃籌劃擴大保安
核證服務至其他銀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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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企業投資企業投資企業投資企業投資

• 位於平谷區的合營物流園及由長電智源營運的
數據中心將於2011年轉虧為盈

• 第三間位於廣州的合營公司錄得盈利人民幣6.3
百萬元，較去年增長99%

•尋求與本集團核心業務具協同效應的投資機遇
，藉以推動本集團於内地的業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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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問環節答問環節答問環節答問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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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謝多謝多謝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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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附錄附錄附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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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收益表綜合收益表綜合收益表綜合收益表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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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091           199,225            
利息收入 8,028               5,937                
其他收入 12,408             -
僱員成本 (84,757)            (82,334)             
折舊 (20,877)            (18,656)             
其他經營開支 (45,312)            (45,574)             

經營溢利經營溢利經營溢利經營溢利 85,581             58,598              
所佔聯營公司業績 (3,989)              (2,037)               
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 81,592             56,561              
稅項 (12,333)            (11,529)             
本年度溢利本年度溢利本年度溢利本年度溢利 69,259             45,032              

以下人士應佔溢利以下人士應佔溢利以下人士應佔溢利以下人士應佔溢利：：：：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69,259             45,111              
非控股權益 -                       (79)                    

本年度溢利本年度溢利本年度溢利本年度溢利 69,259             45,032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中期股息 19,465             13,636              
結算日後擬派末期股息 49,052             31,132              

68,517             44,768              

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港仙港仙港仙港仙））））

基本 9.00                 5.80                  
攤薄 8.90                 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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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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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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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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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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712                      64,999        
商譽 9,976                        9,976           
所佔聯營公司權益 78,744                      23,659        

147,432                   98,634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 22,916                      22,503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19,297                      28,913        
其他財務資產 156,739                   147,373      
銀行存款 118,500                   5,000           
現金及現金等值 97,485                      247,371      

414,937                   451,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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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307                   220,096      
稅項 350                           3,867           

219,657                   223,963      
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 195,280                   227,197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342,712                   325,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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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7                        2,405           
遞延稅項 3,754                        572              

6,431                        2,977           

資產淨值資產淨值資產淨值資產淨值 336,281                   322,854      

資本及儲備資本及儲備資本及儲備資本及儲備
股本 155,721                   155,661      
儲備 180,560                   167,193      

權益總額權益總額權益總額權益總額 336,281                   322,8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