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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摘要



收益

港币271.9百万元

经营溢利 本期间溢利

• 维持强势、稳健的现金流量

其他财务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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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前溢利

现金及银行存款

2018年业绩综述

港币104.8百万元 港币106.2百万元 港币89.8百万元

按年 12.4% 按年 21.1%按年 11.3% 按年 20.2%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净额

港币66.2百万元 港币86.5百万元 港币347.7百万元



财务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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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币百万元）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 变幅

收益 271.9 241.8 12.4%

经营溢利 104.8 94.2 11.3%

税前溢利 106.2 88.3 20.3%

税项 (16.4) (14.2) 15.5%

本期间溢利 89.8 74.1 21.1%

每股盈利（港仙）

基本 11.3 9.3 21.5%

摊薄 11.3 9.3 21.5%

（港仙） 2018 2017 Change

2018年度每股合共股息 9.5 9.5 -

每股中期股息 3.5 3.2 9.4%

每股末期股息 6.0 6.3 (4.8%)



分部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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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币百万元

*2018年，因应业务经营环境转变，配合我们整体电子商贸业务的策略发展，决定将两个子分部（GETS及商业服务）呈列为电子商
贸分部。

分部收益(港币百万元)及
其占收益总额百分比

身份管理
此分部透过提供保安产品、数码证
书、保安方案及身份管理生物特征
认证解决方案带来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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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支持及其他项目服务带来收入

电子商贸*
此分部透过处理政府有关贸易文
件及供应链解决方案带来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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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比率

截至12月31日止 2018 2017

经营溢利率 38.5% 38.9%

净溢利率 33.0% 30.6%

实际税率 15.4% 16.1%

流动比率 0.96 0.66

应收账款周转日数 18 11

派息比率 84.1%1 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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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股息派付率为本集团二零一八年溢利的84.1%，并不表示偏离本集团派息率为100%的惯例。末期股息每股6.0港仙，
占二零一八年本公司可分派溢利接近100%

2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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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撇除递延税项支出）



财务状况表主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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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币百万元） 于2018年12月31日 于2017年12月31日

物业、厂房及设备 26.6 26.0

应收账款及合约资产 44.1 28.9

其他财务资产 347.7 367.2

现金及银行存款 86.5 84.1

资产净值 350.8 3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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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回顾



电子商贸回顾— GETS 及商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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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GETS及商业服务至电子商贸

优化我们的营运架构以面对已知的挑战及顺应市场趋势

迎合我们整体电子商贸业务的策略发展，以应对实施贸易单一窗口，以及贸易及物流业对我们
电子方案的需求

我们来自GETS及商业服务的电子商务总收入增长4.9％至191.7百万港元，分部溢利为
72.7百万港元，较去年增加18.2％

商业服务业务表现理想，为收益增长作出贡献

溢利增加主要因GETS经营成本得到有效控制



电子商贸回顾— GETS 及商业服务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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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S市场于下半年的增长明显较上半年有所放缓

二零一八年的GETS收益总额为港币168.6百万元，相比二零一七年录得的港币169.1百万元收
益，仅略为下跌0.3%

商业服务业务于二零一八年下半年追回落后的进程
由于上半年出现延误的商业服务业务项目已于下半年完成，同时多项于下半年签订的新项目已
于年终前告完成或大致已完成，故商业服务自二零一七年的港币13.6百万元大幅增长70.6%至
二零一八年的港币23.1百万元
完成两项于2018年上半年开始的主要订单交付
1. 向一家以美国为基地的大型营销及分销服务公司的本地附属公司提供仓库管理系统（「

仓库管理系统」）以及顾问服务
2. 向澳门一间领先机构提供包含物联网技术的仓库管理系统，以管理其全新综合娱乐渡假

村内的所有实质资产
已成功确认多份订单，当中一份已完成交付，另一份已于年底前交付软件授权，并于二零一九
年进行进一步开发及推行



身份管理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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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二零一八年上半年良好的业绩，我们的身份管理业务收益录得按年大幅增长42.9%，
由二零一七年港币40.1百万元增加至二零一八年港币57.3百万元

从二零一六年两年来收益维持复合年增长达39.0%，此业务分部的溢利亦大幅上升至二零一八
年港币7.8百万元，增幅接近29.9%

我们二零一八年收益较二零一七年增加42.9%，高于二零一七年较二零一六年增加的35.0%，
可见我们的按年收益增长有所上升

集团已交付多个大型订单，有关双重认证解决方案更成为近年来集团最受追捧的身份管
理方案之一

一间主要台湾金融机构下银行附属公司的生物认证项目、两间本地银行的双重生物／双重认证
（「双重认证」）解决方案

提供电子化认识你的客户方案给另一间主要国际银行

向一家私家医院提供签署数码证书的公开密码匙基础建设解决方案

为一非牟利机构提供生物认证解决方案，有关机构其中一项核心业务为娱乐服务，我们并为一
间监管机构提供生物认证解决方案

为证券公司推出的生物识别双重认证云端服务，为其终端用户使用网上服务时验证身份



其他服务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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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服务业务录得收入及分部溢利分别增加20.2％及29.1％至22.9百万港元及14.8百万
港元

利润率有所提高主要是由于我们严格控制GETS相关服务的经营成本

透过我们的首名本地主要银行客户，我们一直为其商户安装我们的安卓版智能销售点支
付终端机，作为该名银行客户推广给其商户之一站式收款解决方案

已在不同零售行业的商户销售点安装逾1,000台智能销售点终端机
积极与该银行商讨于二零一九年向更多商户扩展使用有关一站式收款解决方案
另一订单于2018年底前获得，为一家母公司为中国主要商业银行的香港银行

于二零一八年第二季推出的公共物流平台VSHIP
用户登记量不断增加，平台上的活动（如请求报价）及付货人／服务供货商提交的报价亦稳步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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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望



展望 –电子商贸
G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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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注视政府就单一窗口的发展情况

直至政府对未来单一窗口下的经营环境有一个实质计划，我们将保持审慎态度

我们会一如以往，继续致力巩固于GETS市场的领导地位，并透过向GETS客户提供更
多非GETS相关解决方案，以改善彼等的业务营运或效率，从而增加GETS客户对我们
的黏着度

政府贸易单一窗口的实施

我们认为很大程度上要视乎中美贸易战于未来数月的发展，对本港贸易活动的影响

除却宏观环球经济事务对整体市场造成萎缩这因素，否则我们相信GETS业务应颇为稳定
或甚至可望有所改善，皆因市场竞争环境稳定，并加上自二零一九年开始于新GETS牌照
下可收取的新价格上限

GETS业务前景



展望 –电子商贸
商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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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二零一九年，我们需要继续完成去年仍在进行的项目，继续其开发及落实工作。其
中一项是我们庞大的自动化仓库项目

现有客户向我们下新订单，当中包括扩展现运用的解决方案范畴、为彼等海外业务复
制类似的解决方案及／或应用新解决方案

采用仓库管理系统通常是向客户提供服务的起点，当采用我们的仓库管理系统作为整
个供应链运作的控制中心后，客户通常会向我们提出其他管理相关运作的应用程序的
需求

优化仓库管理系统获得更多新订单

由于我们已趋成熟的产品（特别是仓库管理系统）的销售渠道稳健，故此我们对商业
服务业务前景感到较为乐观

商业服务的业务前景

重新命名更清晰反映我们的目标市场是为供应链群体提供解决方案

商业服务重新命名为供应链应用方案



展望 –身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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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双重认证生物认证解决方案亦灵活多变，其应用已走出银行及金融业传统客户
使用范围，迈向多个行业及背景客户，支持极多不同应用

政府计划于二零一九年初发牌予虚拟银行，进一步扩展保安认证解决方案的需求

我们透过研发将生物认证解决方案融合人工智能，进一步改善其准确度及效率

我们积极提升身份管理解决方案，以支持引进具更先进及更严密保安功能的新香港智
能身份证

把握线上保安解决方案的商机

由于我们的身份管理业务基础稳固，市场需求增加及稳健良好的销售渠道，身份管理
业务于二零一九年的前景乐观

预计IDM业务将继续成为2019年集团业务的主要增长动力

身份管理的业务前景



展望 –其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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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以两家主要银行的成功案例为基础，向其他银行推广我们的解决方案

我们亦与主要从事收款平台业务的合作伙伴合作，作为销售我们解决方案的渠道

我们成功与一名商户确认新的商业模式，透过我们的智能销售点终端机，从有关商户
收取的交易收益中获得少量利润

智能销售点

由于失去了一名合作伙伴，我们预期为GETS纸张用户提供纸张转换电子文件服务的
收益将下跌

我们已竭尽全力做好准备，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将影响减到最低，包括透过我们的其
他合作伙伴设立新的销售点

GETS相关服务

继续为所有用户提供免费服务

致力在平台上开发更多增值服务，使我们的客户能对我们平台产生／增加黏着度

我们已有一个开发蓝图，新的服务／功能将继续添加到VSHIP平台上

公共物流平台 - V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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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介绍



公司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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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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仓库解决方案、订单配送管理系统及运输及配送方案以及eDoc等）

提供网上/流动保安服务及方案作身份管理之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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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GETS纸张用户提供纸张转换成电子文件服务，亦提供道路货物数据系统
（ROCARS）、为香港海关提供ROCARS电话查询中心服务

新发展业务包括智能销售点及公共物流平台VSHIP

其他服务

身份管理

商业服务

GETS
上市日期
28/10/2005

股价(@26/3/2019) 
港币 1.27 元

已发行股数(@26/3/2019)
794,633,719 股

市值
港币10.09亿元

电子商贸

股份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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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