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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收益

港幣125.1百萬元

經營溢利 本期間溢利

• 維持強勢、穩健的現金流量

• 於2018年上半年，身份管理業務成績驕人以及其他財務資產沒有重大的減值虧損

• 經營溢利輕微下跌主要是受到經營成本上升及利息和其他收益淨額下跌所影響

其他財務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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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前溢利

現金及銀行存款

2018年上半年業績綜述

港幣44.9百萬元 港幣45.5百萬元 港幣38.3百萬元

按年 10.6% 按年 15.0%按年 0.5% 按年 15.7%

經營活動產生的
現金淨額

港幣29.5百萬元 港幣73.0百萬元 港幣352.5百萬元



財務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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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港幣百萬元） 1H 2018
（未經審核）

1H 2017
（未經審核）

變幅

收益 125.1 113.1 10.6%   

經營溢利 44.9 45.1 (0.5%)

稅前溢利 45.5 39.3 15.7%

稅項 (7.1) (6.0) 19.7%

本期間溢利 38.3 33.3 15.0%

每股盈利（港仙）

基本 4.82 4.19 15.0%

攤薄 4.82 4.19 15.0%

每股中期股息（港仙） 3.5 3.2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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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上半年，因應業務經營環境轉變，配合我們整體電子商貿業務的策略發展，決定將兩個子分部（GETS及商業服務）呈列為
電子商貿分部。

分部收益(港幣百萬元)及
其佔收益總額百分比

身份管理
此分部透過提供保安產品、數碼證
書、保安方案及身份管理生物特徵
認證解決方案帶來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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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商貿*
此分部透過處理政府有關貿易文
件及供應鏈解決方案帶來收入



主要財務比率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1H 2018
（未經審核）

1H 2017
（未經審核）

經營溢利率 35.9% 39.9%

淨溢利率 30.6% 29.5%

實際稅率 15.7% 15.2%

流動比率 0.6 1.0

應收賬款週轉日數 12 9

派息比率 ~73.9%1 ~7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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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相當於分派期內溢利約73.9%（撇除DTTNCo遞延稅項支出港幣1.1百萬元及考慮到於用新會計準則後對年初可供分派儲
備計提的調整港幣1.8百萬元）。
2中期派息率約為分派可供分派溢利港幣34.3百萬元（撇除遞延稅項支出）的74.1%。



財務狀況表主要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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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幣百萬元） 於2018年6月30日
（未經審核）

於2017年12月31日
（經審核）

物業、廠房及設備 25.6 26.0

應收賬款 34.4 28.9

其他財務資產 352.5 367.2

現金及銀行存款 73.0 84.1

資產淨值 330.9 3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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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電子商貿回顧—
GETS 及商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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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GETS及商業服務至電子商貿

優化我們的營運架構以面對已知的挑戰及順應市場趨勢

迎合我們整體電子商貿業務的策略發展，以應對實施貿易單一窗口，以及貿易及物流業對我們
電子方案的需求

我們來自GETS及商業服務的總電子商貿收益為港幣88.3百萬元，與2017年上半年總數相
同。由於加強成本控制，電子商貿分部溢利為港幣27.9百萬元，較去年溢利港幣26.0百
萬元增加7.0%。

雖然受惠於市場的整體增長，我們的GETS收益由去年港幣83.1百萬元微升至今年的港幣
83.6百萬元，但我們的商業服務收益錄得差不多相若的跌幅，抵銷了GETS收益的升幅。

商業服務項目的延誤為導致收益下降的主要原因，確認該等項目收入只是時間問題



身份管理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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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管理業務成績驕人，收益按年大增72.5%至港幣27.0百萬元。分部溢利亦增至港幣4.9
百萬元，上升66.8%。原因是於2018年上半年成功交付數個項目

• 這些項目包括一家大型國際銀行的電子化認識你的客戶項目、一家本地銀行的雙重生物認證解
決方案，以及一家私家醫院使用數碼證書的公開密碼匙基礎建設解決方案

• 我們亦錄得首宗來自一名主要銀行客戶的電子保安編碼器訂單的收益

為使證券公司能符合監管機構所刊發的指引，我們已開發並推出了生物識別雙重認證雲
端解決方案，作為供證券公司訂購的一項外判服務，為使用其網上服務的終端用戶進行
身份驗證



其他服務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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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服務收益為港幣9.8百萬元，幾乎全部來自GETS相關服務，按年增加7.0%。期內分
部溢利為港幣6.2百萬元，上升45.4%

• 此增長是由於我們穩定的GETS相關服務的價格普遍上升所致

繼2017年年底前通過我們的首位銀行客戶推出智能銷售點支付解決方案後，我們與該名
銀行客戶緊密合作，加快更多該方案的安裝

• 除本身支援的Visa/萬事達卡及銀聯外，團隊已為我們的智能銷售點解決方案加入更多支付方
式，包括美國運通卡、支付寶及微信支付

促進付貨人、貨運代理與貨運公司之間的聯繫以及簡化物流流程的物流公共平台VSHIP
已在今年第一季末開始試行

• 自該服務試行以來，平台上的登記客戶及活動量均穩步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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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望



展望 –電子商貿
GETS

13

我們專注於開發政府在2019年新牌照下所要求的系統提升措施

為 GETS新牌照作準備

我們正密切注視政府就單一窗口的發展情況，目前大致按計劃進行

適當時候參與政府與潛在增值服務供應商開展的諮詢，於未來單一窗口下，就影響其
經營環境的業務事宜發表意見

政府貿易單一窗口的實施

我們認為很大程度上要視乎中美貿易戰於未來數月的發展，對本港貿易活動的影響

除了這個非我們所能控制的宏觀因素外，我們合理地相信GETS的市場競爭環境保持平穩

GETS業務前景



展望 –電子商貿
商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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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美國大型非商品營銷及分銷服務公司的本地附屬公司

我們不僅向其提供倉庫管理系統，亦會就其新倉庫的規劃及設計提供顧問服務，以支
援其於消費品及工業產品市場的商業網絡及業務組合

澳門一間大型機構

以我們的倉庫管理系統作模組，輔以物聯網技術，協助其管理在其場所所有使用及存
放的固定及貴重資產，以符合相關發牌規定

優化倉庫管理系統獲得更多新訂單

基於團隊手上已有數個已確認或很大機會取得的大型項目，我們預期商業服務業務於
2018年下半年將有所改善。

商業服務的業務前景



展望 –身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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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證券公司登記使用此服務，我們希望日後能從中產生穩定而持續的經常性收入，
建立更理想的收益來源結構

團隊正將目標客戶擴展至應對此類解決方案有類似需求的保險公司

來自生物識別雙重認證雲端解決方案的經常性收入

使用電子保安編碼器取代實體保安編碼器進行身份認證為大勢所趨，加上我們的方案
試行成功，我們開始陸續向一家主要銀行客戶發出電子保安編碼器，以取代他們的實
體保安編碼器

把握電子保安編碼器的商機

預期數項已確認的大型開發中項目將於2018年完成，我們有理由相信能保持目前的增
長勢頭

身份管理的業務前景



展望 –其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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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術上已支援第二個付款路徑，這使我們能於2018年下半年向有關銀行客戶的商戶
開展部署安裝該解決方案的工作

相信這項業務還需要一些時間才能帶來商業效益

智能銷售點

我們預期GETS相關服務的業務環境平穩

GETS相關服務

與大多數平台業務一樣，我們一直向用戶免費提供服務，預期將繼續提供該優惠直至
平台的價值獲用戶認可及接受

我們正制訂發展藍圖，於平台上開發更多功能及特色，從而為我們的客戶提供更完備
的電子物流解決方案

物流公共平台 - V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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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介紹



公司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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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工商、物流、倉儲及零售業界提供的電子解決方案應用於其供應鏈內不同單
位 （eDoc、電子商店平台、訂單履行系統、倉庫管理方案及貨單跟蹤及交貨
證明管理系統等）

提供網上/流動保安服務及方案作身份管理之應用，身份管理應用方案包括數
碼證書、保安編碼器和生物認證方案

為GETS紙張用戶提供紙張轉換成電子文件服務，亦提供道路貨物資料系統
（ROCARS）、為香港海關提供ROCARS電話查詢中心服務

新發展業務包括智能銷售點及物流公共平台VSHIP

其他服務

身份管理

商業服務

GETS
上市日期
28/10/2005

股價(@28/8/2018) 
港幣 1.2 元

已發行股數(@28/8/2018)
794,633,719 股

市值
港幣9.54億元

電子商貿

股份資訊 業務分部

政府電子貿易服務（GETS）（進出口報關、應課稅品許可證、電子貨物艙
單及產地來源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