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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簡報

Stock Code 股份代號 : 0536.HK



公司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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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八日上市日期

793,061,339 股
已發行股份數目

(於2015年3月24日)

港幣 15.0 億元市值

港幣 1.89 元
股價

(於2015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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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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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2013年全年業績比較：

營業額下降1.6 % 至港幣226.3百萬元

經營溢利下跌13.0 %至港幣83.6百萬元

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下滑7.8 % 至港幣74.2百萬元

每股基本盈利下降10.6%至每股9.3港仙



股息

3.3 
4.0 3.6 

6.9 
6.2 

4.9 *

3.7*

2012 2013 2014

每股股息（港仙）

中期股息

*擬派末期及特別股息

末期股息

10.2 10.2

12.2

特別股息 已派付中期股息：每股3.6港仙

擬派付末期股息：每股4.9港仙

• 相當於本公司的100%可供分派溢利

擬派付特別股息：每股3.7港仙

• 自DTTNCo回撥的全部金額港幣29.5百萬元
退還予股東

全年股息合共：每股12.2港仙

• 較2013年增加將近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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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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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2月31日止（港幣百萬元） 2014 2013 變幅

營業額 226.3 230.0 (1.6%)

經營溢利 83.6 96.1 (13.0%)

稅前溢利 85.8 93.5 (8.2%)

本年度溢利 74.2 80.4 (7.7%)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74.2 80.5 (7.8%)

非控股權益 - (0.06) -

每股盈利（港仙）

基本 9.3 10.4 (10.6%)

攤薄 9.3 10.2 (8.8%)



2014 全年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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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貿易運輸網絡(DTTN)服務 -
此分部透過提供電子物流平台便利貿易物流
及金融業的資訊交流而帶來收入

GETS - 此分部透過客戶使用貿易通所提
供處理若干政府貿易相關文件的電子前端解
決方案帶來收入

保安方案 - 此分部透過提供保安產品、
數碼證書及保安方案帶來收入

其他服務 - 此分部透過把紙張表格轉換
為電子信息帶來處理費，以及透過提供技
術支援及其他項目服務帶來收入

分部營業額(港幣百萬元)及其佔營業總額百分比

2014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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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財務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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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2月31日止 2014 2013

經營溢利率 37.0% 41.8%

淨溢利率 32.8% 35.0%

實際稅率 13.6% 13.9%

流動比率 2.03 1.98

應收賬款週轉日數 8 7

派息比率 91%* 100%

*股息率91%並不代表本集團改變支付100%股息率的慣例。末期股息每股4.9港仙相當於
2014年本公司的100%可供股東分派溢利。有不同是因股東應佔溢利及可供股東分派溢
利之間的差距。由於本公司為香港公司，根據香港公司條例僅允許分派已收取之溢利。
本公司並未收取的股東應佔溢利，例如暫未以股息形式收取聯營公司應佔溢利，不屬可
分派予股東的溢利。



資產負債表主要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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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幣百萬元） 於2014年12月31日 於2013年12月31日

固定資產 30.6 36.7

應收賬款 23.3 18.1

其他財務資產 288.2 289.4

現金及銀行存款 114.0 113.8

資產淨值 377.1 373.0



強勢、穩健的現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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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為港幣60.7百萬元

應收賬款為港幣23.3百萬元

應收賬款週轉日數約為8日

於2014年12月31日現金及銀行存款為港幣114.0百萬元

沒有壞賬

沒有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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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通 / DTTN

12

GETS業務於年內回升，收入較2013年增加3.3%，是自2004年引入競
爭以來的首次增長

• 即使面對割喉式的競爭，我們可靠、優質的服務及誠信使我們能贏取客
戶對我們的忠誠

為香港海關提供的道路貨物資料系統（ROCARS）電話查詢中心服
務以及我們自己的ROCARS服務營運收入穩定

第二次中標獲香港海關委任提供ROCARS電話查詢中心服務，新合
約由2015年2月生效，為期3年

非GETS貿易相關服務收入減少約10%至港幣18.3百萬元

• 這是由於2013年錄得一次性現金收入



貿易通 / DT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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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DTTN收入再增加20%至逾港幣11百萬元

• 2013年的收入已增加近50%

DTTN業務於過去幾年發展十分理想，其持續佳績亦使本集團將先
前的投資減值回撥約港幣29.5百萬元

• 2009年我們從其他股東收購DTTN業務時，DTTN的虧損逾港幣15百萬
元

DTTN的優質客戶群及其多樣化的新項目尤為重要

• 作為提供給供應鏈上客戶的全面端對端解決方案的砌塊及模組



Digi-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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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保安業務表現暫時下滑，縮減約30%至港幣22,500,000元，由多
個與工作表現無關的因素所致：

• 為主要銀行客戶提供保安編碼器的初期需求已獲滿足，交付服務如預期
減慢

• 因客戶方的技術問題/新要求，以致推遲流動電子錢包及流動銷售點解
決方案的推出

• 因銀行需時決定電子支票項目的要求，推遲項目工作的啟動

至2014年底，我們的流動電子錢包業務狀況：

• 香港三家銀行已於年底前推出我們的方案

• 臺灣行動支付公司於2014年12月30日宣佈採納我們的方案以開發供台灣
市場的流動支付平台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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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中國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表現有所改善

• 2014年度應佔溢利：港幣6.5百萬元 (2013年應佔虧損：港幣2.6百萬元)

DTTN先前的投資減值回撥的收益港幣29.5百萬元，用於撇減部分表
現欠佳的中國投資達港幣4.3百萬元

上海匯通推出的第四方物流服務配對平台迅速擴展，並再向業務投
資人民幣4.5百萬元(所持份額提升至26%)：

• 現提供約30,000條路線

• 成功推出物流融資服務，是中國乃至世界首創，現時每天約有1,000筆
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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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保持GETS業務的向上趨勢

繼續優化提供給客戶的增值服務

維持DTTN強勁的新項目發展，以及將O2O功能擴展至所開發的B2C

平台上

繼續我們新的B2C電子商貿平台iTeM工作

• 繼開發工作於2014年完成後，並將於2015年下半年正式推出

• 與多間於初階段已對iTeM感興趣的機構進行業務協商

• 代表本集團提升至全面的B2G/B2B/B2C運作

貿易通 / DTTN

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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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Sign / TESS

展望（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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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保安解決方案業務會強勁復甦：

• 一次性密碼保安編碼器交付量將會恢復

 推出電子支票解決方案對保安編碼器需求將有所增加

 新增一間銀行採用我們的一次性密碼保安編碼器解決方案，並有望
另一家銀行加入

• 電子支票業務的收入可入賬

• 流動銷售點解决方案將於2015年下半年推出

• 數碼證書銷量會因電子支票服務推出將大幅增長



中國

展望（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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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匯通正與有興趣提供資金的多家銀行／財務金融機構進行洽商，
以進一步拓展物流融資服務

與深圳市航運協會合作為深圳機場開發平台
• 連接以深圳機場為基地的運輸商、貨運站、貨代及付貨人

• 預期該平台於2015年底推出

繼續出售所持國富瑞的工作

• 近期就出售事項與另一有意方訂立備忘錄及相關保密協議，預期於2015

年內可完成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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