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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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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八日上市日期

793,061,339 股
已发行股份数目

(于2015年3月24日)

港币 15.0 亿元市值

港币 1.89 元
股价

(于2015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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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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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2013年全年业绩比较：

营业额下降1.6 % 至港币226.3百万元

经营溢利下跌13.0 %至港币83.6百万元

股权持有人应占溢利下滑7.8 % 至港币74.2百万元

每股基本盈利下降10.6%至每股9.3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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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股息 已派付中期股息：每股3.6港仙

拟派付末期股息：每股4.9港仙

• 相当于本公司的100%可供分派溢利

拟派付特别股息：每股3.7港仙

• 自DTTNCo回拨的全部金额港币29.5百万元
退还予股东

全年股息合共：每股12.2港仙

• 较2013年增加将近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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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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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2月31日止（港币百万元） 2014 2013 变幅

营业额 226.3 230.0 (1.6%)

经营溢利 83.6 96.1 (13.0%)

税前溢利 85.8 93.5 (8.2%)

本年度溢利 74.2 80.4 (7.7%)

以下人士应占

本公司股权持有人 74.2 80.5 (7.8%)

非控股权益 - (0.06) -

每股盈利（港仙）

基本 9.3 10.4 (10.6%)

摊薄 9.3 10.2 (8.8%)



2014 全年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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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码贸易运输网络(DTTN)服务 -
此分部透过提供电子物流平台便利贸易物流
及金融业的资讯交流而带来收入

GETS - 此分部透过客户使用贸易通所提
供处理若干政府贸易相关文件的电子前端解
决方案带来收入

保安方案 - 此分部透过提供保安产品、
数码证书及保安方案带来收入

其他服务 - 此分部透过把纸张表格转换
为电子信息带来处理费，以及透过提供技
术支援及其他项目服务带来收入

分部营业额(港币百万元)及其占营业总额百分比

2014 2013

173.8

77%

22.5

10%

11.7
5%

18.3

8%

168.2

73%

31.5

14%

9.8
4%

20.4

9%



主要财务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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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2月31日止 2014 2013

经营溢利率 37.0% 41.8%

净溢利率 32.8% 35.0%

实际税率 13.6% 13.9%

流动比率 2.03 1.98

应收账款周转日数 8 7

派息比率 91%* 100%

*股息率91%并不代表本集团改变支付100%股息率的惯例。末期股息每股4.9港仙相当于
2014年本公司的100%可供股东分派溢利。有不同是因股东应占溢利及可供股东分派溢
利之间的差距。由于本公司为香港公司，根据香港公司条例仅允许分派已收取之溢利。
本公司并未收取的股东应占溢利，例如暂未以股息形式收取联营公司应占溢利，不属可
分派予股东的溢利。



资产负债表主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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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币百万元） 于2014年12月31日 于2013年12月31日

固定资产 30.6 36.7

应收账款 23.3 18.1

其他财务资产 288.2 289.4

现金及银行存款 114.0 113.8

资产净值 377.1 373.0



强势、稳健的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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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港币60.7百万元

应收账款为港币23.3百万元

应收账款周转日数约为8日

于2014年12月31日现金及银行存款为港币114.0百万元

没有坏账

没有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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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通 / DT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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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S业务于年内回升，收入较2013年增加3.3%，是自2004年引入竞
争以来的首次增长

• 即使面对割喉式的竞争，我们可靠、优质的服务及诚信使我们能赢取客
户对我们的忠诚

为香港海关提供的道路货物资料系统（ROCARS）电话查询中心服
务以及我们自己的ROCARS服务营运收入稳定

第二次中标获香港海关委任提供ROCARS电话查询中心服务，新合
约由2015年2月生效，为期3年

非GETS贸易相关服务收入减少约10%至港币18.3百万元

• 这是由于2013年录得一次性现金收入



贸易通 / DT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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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DTTN收入再增加20%至逾港币11百万元

• 2013年的收入已增加近50%

DTTN业务于过去几年发展十分理想，其持续佳绩亦使本集团将先
前的投资减值回拨约港币29.5百万元

• 2009年我们从其他股东收购DTTN业务时，DTTN的亏损逾港币15百万
元

DTTN的优质客户群及其多样化的新项目尤为重要

• 作为提供给供应链上客户的全面端对端解决方案的砌块及模组



Digi-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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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保安业务表现暂时下滑，缩减约30%至港币22,500,000元，由多
个与工作表现无关的因素所致：

• 为主要银行客户提供保安编码器的初期需求已获满足，交付服务如预期
减慢

• 因客户方的技术问题/新要求，以致推迟流动电子钱包及流动销售点解
决方案的推出

• 因银行需时决定电子支票项目的要求，推迟项目工作的启动

至2014年底，我们的流动电子钱包业务状况：

• 香港三家银行已于年底前推出我们的方案

• 台湾行动支付公司于2014年12月30日宣布采纳我们的方案以开发供台湾
市场的流动支付平台



中国

15

部分中国联营公司及合营公司表现有所改善

• 2014年度应占溢利：港币6.5百万元 (2013年应占亏损：港币2.6百万元)

DTTN先前的投资减值回拨的收益港币29.5百万元，用于撇减部分表
现欠佳的中国投资达港币4.3百万元

上海汇通推出的第四方物流服务配对平台迅速扩展，并再向业务投
资人民币4.5百万元(所持份额提升至26%)：

• 现提供约30,000条路线

• 成功推出物流融资服务，是中国乃至世界首创，现时每天约有1,000笔
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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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保持GETS业务的向上趋势

继续优化提供给客户的增值服务

维持DTTN强劲的新项目发展，以及将O2O功能扩展至所开发的B2C

平台上

继续我们新的B2C电子商贸平台iTeM工作

• 继开发工作于2014年完成后，并将于2015年下半年正式推出

• 与多间于初阶段已对iTeM感兴趣的机构进行业务协商

• 代表本集团提升至全面的B2G/B2B/B2C运作

贸易通 / DTTN

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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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Sign / TESS

展望（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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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保安解决方案业务会强劲复苏：

• 一次性密码保安编码器交付量将会恢复

 推出电子支票解决方案对保安编码器需求将有所增加

 新增一间银行采用我们的一次性密码保安编码器解决方案，并有望
另一家银行加入

• 电子支票业务的收入可入账

• 流动销售点解决方案将于2015年下半年推出

• 数码证书销量会因电子支票服务推出将大幅增长



中国

展望（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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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汇通正与有兴趣提供资金的多家银行／财务金融机构进行洽商，
以进一步拓展物流融资服务

与深圳市航运协会合作为深圳机场开发平台
• 连接以深圳机场为基地的运输商、货运站、货代及付货人

• 预期该平台于2015年底推出

继续出售所持国富瑞的工作

• 近期就出售事项与另一有意方订立备忘录及相关保密协议，预期于2015

年内可完成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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