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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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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2015年首6个月业绩比较：

收益下降3.3 %至港币106.4百万元

经营溢利下跌5.1%至港币37.4百万元

股权持有人应占溢利下降0.8%至港币36.7百万元

每股基本盈利下降1.1%至每股4.61港仙



财务摘要

截至6月30日止6个月（港币百万元）
1H 2016
（未经审核）

1H 2015
（未经审核）

变幅

收益 106.4 110.0 (3.3%)

经营溢利 37.4 39.4 (5.1%)

税前溢利 29.9 42.7 (30.0%)

本期间溢利 36.7 37.0 (0.8%)

本公司股权持有人应占溢利 36.7 37.0 (0.8%)

每股盈利（港仙）

基本 4.61 4.66 (1.1%)

摊薄 4.61 4.66 (1.1%)

每股中期股息（港仙） 2.4 3.6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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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H 2015

80.7
73%

14.8
13%

5.1
5%

9.5
9%

1H 2016

81.2
76%

11.6
11%

4.0
4%

9.5
9%



主要财务比率

截至6月30日止六个月
1H 2016

（未经审核）
1H 2015

（未经审核）

经营溢利率 35.1% 35.8%

净溢利率 34.5% 33.7%

实际税率 (22.8%) 13.4%

流动比率 0.5 1.9

应收账款周转日数 7 9

派息比率 ~76%* ~77%

*中期派息率约为本集团期内溢利（经扣除递延税项抵免港币11.7百万元）的76%。



资产负债表主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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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币百万元）
于2016年6月30日
（未经审核）

于2015年12月31日
（经审核）

物业、厂房及设备 26.6 29.3

应收账款 16.9 21.9 

其他财务资产 391.1 229.4

现金及银行存款 51.8 146.2 

资产净值 342.1 3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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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百万元

应收账款为港币16.9百万元

应收账款周转日数约为7日

于2016年6月30日现金及银行存款为港币51.8百万元

没有坏账

没有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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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贸— G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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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S收益总额为港币81.2百万元，较2015年上半年的港币80.7百万元有所上升。受惠于

• 整体市场按年增长2.6%，我们的期内总交易量亦增加1.2%；

• 我们的GETS收费整体增加。

期内GETS溢利由去年的港币23.8百万元下降至本年度的港币20.6百万元。



电子商贸—商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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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内商业服务收益由港币5百万元下降至今年的港币4百万元。溢利亦下降至港币2.8百万
元，较去年同期减少约港币900,000元。

• 收益及溢利下降主要为时间问题，因有数个主要项目要推迟完成，以更配合有关客户的营运及
时间安排。

我们其中一个大客户为全球最大的邮购公司之一，总部设于德国，自2007年起已一直采
用我们的解决方案，连系其供应商及货运代理以作供应链管理。于回顾期内，团队成功
磋商新签定一份多年期合约，延展我们的服务范围，包括

• 覆盖至其全球所有供应商（于亚洲、欧洲及非洲三大洲的国家）及

• 全面使用我们的新平台。



保安方案 - Digi-Sign/T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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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方案业务收益为港币11.6百万元，按年下跌21.6%，

• 主要是今年首六个月并无电子支票相关项目收入及大部分银行仍然对推行电子支票未作决定所
致。

我们已投放额外资源开发流动销售点╱支付解决方案。此产品因仍处于投资阶段，其所
产生的成本令保安方案业务溢利大幅下降至港币300,000元。



其他服务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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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服务的收益及溢利分别为港币9.5百万元及港币7百万元，与去年同期相同。

自去年出售我们所持国富瑞的股权后，如我们所料中国联营公司2016年上半年的整体表
现令人失望。

• 上海汇通仍处于扩充业务阶段需要巨额投资，致使亏损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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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 G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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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有的GETS服务牌照，政府已正式确定将其延长至2018年底。

预期单一窗口最早于2024年全面实施后将取代GETS。

• 政府有意于2019年至2024年间继续采用GETS模式，并可延期两年作缓冲。

• 有关日后的单一窗口，政府将为私营服务供应商预留空间发展增值服务，以助单一窗口用户
充分利用单一窗口。

贸易通将继续密切注视市场反应及政府对实施单一窗口的进一步计划及发展。

随着已延期的GETS服务牌照及政府已发表有关单一窗口实施的具体方案及时间表，我
们可继续GETS业务及制定应对的策略。



展望 -商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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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将稳定产品开发不同模组，为其他有类似需要的客户复制相近的解决方案，使我们
能够为新订单大幅缩短交付时间，亦减低项目成本及风险。

多个销售机会有信心于未来数月达成，以及开发中项目可于2016年下半年完成。

我们对此业务分部的全年业绩有相当信心。



展望 –保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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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密码（OTP）保安编码器

• OTP保安解决方案及服务继续受市场青睐

• 我们已与另外两间银行订立安排，为其网上银行客户提供及派送OTP保安编码器。此两个项目
将于2016年下半年推出。

流动销售点╱支付解决方案

• 我们对今年稍后时间能到达终点线推出产品持审慎乐观态度，同时，亦已开始招揽潜在客户，
至今反应令人鼓舞。

生物认证解决方案

• 我们与一环球流动生物认证市场的知名龙头企业合作，开发一套解决方案将有助对抗不断增加
的互联网保安风险。

• 部分银行客户及其他行业对我们的解决方案甚感兴趣。



展望 -其他服务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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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预期2016年下半年其他服务的业务表现稳定

中国业务

• 广东南方海岸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于去年解决了过往的法律问题后，业务已见起息。

• 鉴于在中国所作此类投资有其周期性，我们日后于中国整体投资将更为审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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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资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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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货证明系统等）

• 专注发展及提供全方位资讯保安解决方案、产品及数码证书，以确保
各类网上交易如电子银行及流动电子商务的安全和真实性

业务分部

上市日期： 28/10/2005

股价：
(@ 23/8/2016) 

港币1.65元

已发行股数：
(@ 23/8/2016) 

794,410,745股

市值： 港币13.1亿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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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提供为GETS服务的纸张用户提供的纸张转换成电子文件服务、道路
货物资料系统（ROCARS）、为香港海关提供的ROCARS电话查询中
心服务

• 提供技术支援及其他项目服务

其他服务

保安方案

商业服务

GETS Services 

附录 –公司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