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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摘要



2016年业绩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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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币 44.3百万

收益

港币 231.3百万

经营溢利 本年度溢利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净额

现金及银行存款

港币 91.9百万 港币 79.3百万

港币 58.0百万

其他财务资产

港币 407.1百万

• 维持强势、稳健的现金流量

• GETS 及商业服务业务录得增长
• 保安方案及其他服务业务持续研发工作
• 本年度溢利受到中国联营公司由盈转亏所影响

按年 6.9%按年 3.9% 按年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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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派末期股息

末期股息 特别股息

已派付中期股息：每股2.4港仙

拟派付末期股息：每股6.3港仙

全年股息合共：每股8.7港仙

• 撇除递延税收抵免港币8.9百万元，相当于本集
团股东应占溢利的98.3%

• 与去年相若（不包括2015年特别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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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股息 (港仙)

*



财务摘要

截至12月31日止（港币百万元） 2016 2015 变幅

收益 231.3 222.7 3.9%

经营溢利 91.9 86.0 6.9%

税前溢利 81.4 92.6 (12.1%)

本年度溢利 79.3 81.4 (2.6%)

本公司股权持有人应占溢利 79.3 81.4 (2.6%)

每股盈利（港仙）

基本 9.9 10.2 (2.9%)

摊薄 9.9 10.2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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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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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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收益(港币百万元)及其占收益总额百分比

保安方案 - 此分部透过提供保安产品、数码证书
及保安方案和移动保安方案带来收入

商业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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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164.8
74%

29.5
13%

9.7
5%

18.7
8%

2016
166.6
72%

29.7
13%

15.5
7%

19.5
8%



主要财务比率

截至12月31日止 2016 2015

经营溢利率 39.7% 38.6%

净溢利率 34.3% 36.6%

实际税率 2.6% 12.1%

流动比率 0.47 1.33

应收账款周转日数 10 8

派息比率 98.3%1 100%2

12016年中期股息及建议末期股息总额相当于本集团股东应占溢利的98.3%（撇除递延税收抵免）
22015年中期股息及末期股息总额相当于本集团股东应占溢利的100%（未计出售国富瑞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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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主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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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币百万元） 于2016年12月31日 于2015年12月31日

物业、厂房及设备 26.2 29.3

应收账款 26.0 21.9 

其他财务资产 407.1 229.4

现金及银行存款 44.3 146.2 

资产净值 350.4 3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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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回顾



电子商贸— G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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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惠整体GETS市场增长2.8%，GETS业务交易量增加1.1%，GETS收益总额达港币166.6百万
元，增加1.1%

GETS溢利增加至港币52.1百万元，增幅达10.9%

• 由于我们有效加强成本控制，成本总额跌至港币114.5百万元，较2015年减少港币3.3百万元



电子商贸—商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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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商业服务收益大幅增长约60%至港币15.5百万元。分部溢利亦显著上升至港币6.9
百万元，较2015年溢利高出60.5%

• 原因为2016年下半年多个主要项目顺利完成

展示专注推销仓库管理系统及货单管理系统等成熟产品的策略获得成功

• 借着利用我们的核心解决方案作为模组，为有类似需要之新客户复制／量身订做相关方案，可
大幅缩短完成项目的时间，以及减低风险和提高利润率

• 于报告期内，我们之客户参考名单新增不少卓越品牌



保安方案 - Digi-Sign/T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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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保安方案业务之收益港币29.7百万元与2015年维持相近水平，2016年额外收益几乎
抵销2015年（但于2016年并没有）录得之电子支票相关项目收入

• 于2016年下半年完成及向两名新银行客户交付一次性密码解决方案，带来额外收益

• 于年底前向一名主要银行客户交付首阶段生物认证解决方案带来收益贡献

然而溢利跌至港币2.8百万元，减少33.3%

• 由于流动销售点╱支付解决方案延迟推出，及研发生物认证解决方案产生之额外成本



其他服务及投资中国联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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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服务收益由2015年港币18.7百万元微升至2016年港币19.5百万元

• 撇除一般通货膨胀因素，于2016年提供／维持该等服务之成本大致与2015年相同，然而，于
2016年就新机遇及项目进行之可行性研究产生额外成本

• 分部溢利由2015年溢利港币13.7百万元减少至2016年港币10.7百万元，跌幅为21.9%

上海汇通亏损持续扩大，加上受广东南方海岸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南方」）就过往法
律问题作出和解产生之额外成本所影响，中国联营公司2016年业绩未如人意，分占亏损
合共录得港币10.6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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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展望 - G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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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举已肯定能为两个业务分部及客户创造三赢局面，我们将于未来几年继续采取此策略

预期GETS业务于2017年将
保持平稳

政府实施单一窗口的蓝图
新GETS牌照

(2019-2024，可重续至2026年)

凭借我们在市场上长久以来建
立之声誉及品牌形象，在没有
任何外围因素大幅度影响GETS
整体的市场情况

一如过往两次GETS招标，预期
我们的GETS业务可在新合约下
持续营运

我们将保持审慎态度，尽量聆
听持份者的声音以估计未来整
体发展路向，使我们能就GETS
及单一窗口的发展制订长远的
业务规划

致力透过提供其他增值服务，提升我们与客户的关系至非GETS领域（如商业服务）



展望 -商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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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这些强劲的案例，我们不但自原有的目标客户取得坚实而优质之
销售机会，而且透过现有客户转介及／或因应他们本身更多的需求，
延伸及拓展解决方案至其他地区或至其集团旗下的其他业务

善用强劲案例

展开新服务及
解决方案以
扩展业务

为持续扩展业务及增添新供应链管理方案，我们将继续探求机遇，展
开新服务及解决方案的发展举措，已致力投放资源研发多个新举措

• 我们希望可于2017年年底或2018年初完成若干试点方案



展望 –保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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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身份管理
（e-IDM）

生物认证
解决方案

流动销售点╱
支付解决方案

• 我们正于电子身份管理（e-IDM）领域建立我们的独特品牌定位，我们之e-
IDM解决方案利用多重身份认证作为保安机制，确认用户所声称的身份以处理
及授权交易（数码证书、保安编码器及生物认证解决方案）

• 2016年为主要银行客户所提供的首阶段解决方案仅为试行，该客户已与我们
协定扩展方案功能，于2017年进行全面推广

• 已有多间银行表达强烈兴趣推出类似的生物认证解决方案，我们亦物色到若
干来自医疗业界的机遇，并正积极跟进

• 一间主要银行已于2017初正式落实首宗订单，目标是于今年年中试行
• 经我们之流动销售点╱支付解决方案，该商户的消费者将可使用信用卡付款给

商户
• 解决方案于市场推出后将成为我们首个成功案例，相信有关解决方案将会引

起银行及商户兴趣



展望 - 其他服务及投资中国联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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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服务 • 预期其他GETS相关服务之收益将会稳定，并将投入更多资源开展新举措

投资
中国联营公司

• 预期南方业务会回复正常，而过往法律问题彻底解决后亦可望业务有所改善

• 上海汇通仍在投资阶段以进一步建立客户群，故其前景仍然不甚乐观

• 就该等投资而言，在未看到任何方面之可能性或突破前，我们暂时将采取观
望态度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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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2017年

当2016年充斥着意外，2017年则满载着不明朗因素，我们仍对本集团2017年业务展
望审慎乐观

我们将如常运用技术、创意及专业领域知识，加上新营运理念作为我们的目标，进
一步投资研发有助扩大业务之新举措

• 此举难免会影响该业务分部未来数年之短期业绩，但有望于日后迎来新收益来源

营运理念

「贸易通专业电子方案，成就客户商业及金融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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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介绍



股份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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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工商、物流、仓储及零售业界提供的电子解决方案应用于其供应链内
不同单位（仓库管理系统、货单管理系统、货运管理服务及货运支付服
务等）

提供网上/流动保安服务及方案作身份管理和安全支付之应用，身份管理
应用方案包括数码证书、保安编码器和生物认证方案

业务分部

政府电子贸易服务（GETS）（进出口报关、应课税品许可证、电子货物
舱单及产地来源证）

为GETS纸张用户提供纸张转换成电子文件服务，亦提供道路货物资料系
统（ROCARS）、为香港海关提供ROCARS电话查询中心服务及技术支援
服务

其他服务

保安方案 (Digi-Sign & TESS)

商业服务 (DTTN)

GETS

公司介绍

上市日期

28/10/2005

股价 (@28/3/2017) 

港币1.62元

已发行股数 (@28/3/2017)

794,585,719 股

市值

港币 12.9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