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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編號 : 0536 
二零一二年中期業績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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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上市日期 

• 港幣1.15元 股價 
(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783,587,980股 已發行股份數目 
(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 港幣901,126,177元 市值 

•聯業製衣有限公司(12.91%) 
•財政司司長法團 (12.21%) 
•DJE Investment S.A. (8.99%) 

主要股東 
(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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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務回顧 

•    財務摘要 

•     展望 

•     問答 

•    附錄 



貿易通 

由於市場競爭劇烈及「政府電子貿易服務」（「GETS」）之整
體需求下降0.44%，貿易通的核心業務（GETS）較去年同期下跌 

1.1%  
 
然而，我們的道路貨物資料系統新服務帶來的收入，足以彌補 

GETS 業務的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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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貿易運輸網絡 ( DTT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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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整體經濟放緩以致簽訂新業務合同的周期較長，DTTN業績
較去年同期下滑 

 
展開全新「貨運代理發票系統」的開發工作，該系統旨在協助付
貨商處理每月數以千計的貨運發票 

 
與傳訊香港有限公司（「傳訊香港」）共同開發「貨運代理社區

平台」之工作進行中，付貨商及空運代理能透過平台即時交換處
理電子文件 

 
為香港一間著名的品牌管理及分銷公司度身訂造「訂單處理解決
方案」 ，首階段開發工程已接近完成 



電子核證服務有限公司 ( Digi-Sig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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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Digi-Sign 的業務攀升近 50% 

 
與三間新銀行客戶簽訂合約，為其用戶提供網上保安編碼器服務 

 
數個主要項目工作進展順利: 

 

 為香港警務處開發「智能委任證系統」的第一階段工作，預期於2012年下
半年完成 
 

 為香港一間大型銀行提供網上銀行保安編碼器服務，預期於2012年下半年
完成 
 

 將完成符合金管局所訂指引應用於流動電子銀行保安編碼器服務的開發工
作 
 

 為聯盟銀行成員開發「共同保安編碼器計劃」設備的測試工作於2012年下
半年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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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三個早期投資項目表現有改善，於期內錄得溢利港幣30,000元 

 
誠如今年7月公佈獲接洽收購本集團持有北京數據中心部份股份 

 
有關出售本集團持有平谷區物流園權益之磋商亦接近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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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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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2011年首六個月比較: 
 
營業額錄得相若水平，達港幣102.9百萬元 

 
經營溢利上升15.7%至港幣 39.8 百萬元 

 
本期間溢利上升17.4 % 至港幣 33.7 百萬元 

 
每股基本盈利上升 17.0% 至4.4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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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議決派付中期股息每股 3.3 港仙 

 
股息較去年同期增長 17.9% 
 
派息比率約為溢利的75%  
 



財務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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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百萬元) 
1H 2012 

(未經審核) 

1H 2011 

(未經審核) 
變幅 

營業額 102.9 101.5 1.4% 

經營溢利 39.8 34.4 15.7% 

稅前溢利 39.8 33.7 18.1%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33.7 28.7 17.4% 

  每股盈利 (港仙 ) 

   - 基本 4.40 3.76 17.0% 

   - 攤薄 4.31 3.68 17.1% 

  中期股息 

   -  每股 (港仙) 3.3 2.8 17.9% 

   -  合計 25.8 21.9 17.8% 



主要財務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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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H 2012 

(未經審核) 

1H 2011 

(未經審核) 

  經營溢利率 38.7% 33.9% 

  淨溢利率 32.8% 28.3% 

  實際稅率 15.3% 14.8% 

  流動比率 1.7 1.8 

  應收賬款週轉日數 7 7 



資產負債表主要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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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百萬元) 
於2012年6月30日 

(未經審核) 

於2011年12月31日 

(已審核) 

  固定資產 43.9 45.0 

  應收賬款 27.5 27.2 

  其它財務資產 258.4 225.6 

  現金及現金等值 119.7 148.0 

資產淨值 330.5 3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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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健的現金流量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為港幣 44.2 百萬元 

 

應收賬款為港幣27.5百萬元 

 

應收賬款週轉日數約為 7 日 

 

於2012年6月30日的現金及銀行存款為港幣 119.7百萬元 

 

沒有壞賬 

 

沒有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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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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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藉穩健的電子基礎建設，致力為廣大中小企客戶群開拓更多元
化的服務 
 
加速開發「貨運代理發票系統」的工作 
 
與傳訊香港共同開發的「貨運代理社區平台」預計於2013年首季
推出 

 

開始與該品牌分銷公司就「訂單處理解決方案」第二階段開展工
程進行磋商 

 

貿易通/ DT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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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續) 

於 2013 年推出的主要項目包括: 
 

 「共同保安編碼器計劃」 ，以及  
 

 流動電子銀行保安編碼器服務解決方案 

Digi-Sign 

若成功洽售本集團持有北京數據中心之部份股份，有關股份將以
溢價出售，並於 2012 年下半年完成交易 

 

中國 



展望(續) 

於2012年下半年列帳的銀行保安編碼器服務及「警方智能委任證
系統」收入將可大幅提升本集團期內的收益表現 

 
我們相信本集團核心業務在未來數月不會出現嚴重下滑 

*** 我們對貿易通 2012 年全年的表現非常樂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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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收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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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2012 2011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102,854 101,503 

 利息收入 6,059 3,923 

 其他虧損淨額 - (422) 

 採購成本 (2,936) (753) 

 僱員成本 (43,301) (44,671) 

 折舊 (4,914) (10,669) 

 其他經營開支 (17,939) (14,527) 

 經營溢利 39,823 34,384 

 所佔聯營公司業績 26 (693) 

 除稅前溢利 39,849 33,691 

 稅項 (6,116) (4,959)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33,733 28,732 

 每股盈利（港仙） 

基本 4.40 3.76 

攤薄 4.31 3.68 



綜合資產負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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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2年6月30日 

(未經審核) 

於2011年12月31日 

(已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43,853 45,010 

 商譽 9,976 9,976 

 所佔聯營公司權益 97,409 97,975 

151,238 152,961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 27,470 27,194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50,150 21,832 

 其他財務資產 258,375 225,594 

 銀行存款 3,700 41,700 

 現金及現金等值 115,972 106,317 

455,667 422,637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應付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262,078 224,512 

 稅項 9,706 5,851 

271,784 230,363 

流動資產淨值 183,883 192,274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335,121 345,235 

 非流動負債 

 長期服務金撥備 2,946 2,727 

 遞延稅項 1,697 1,702 

4,643 4,429 

資產淨值 330,478 340,806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56,542 156,509 

 儲備 173,333 184,297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329,875 340,806 

非控股權益 603 - 

權益總額 330,478 340,8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