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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摘要



收益

港币125.1百万元

经营溢利 本期间溢利

• 维持强势、稳健的现金流量

• 于2018年上半年，身份管理业务成绩骄人以及其他财务资产没有重大的减值亏损

• 经营溢利轻微下跌主要是受到经营成本上升及利息和其他收益净额下跌所影响

其他财务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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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前溢利

现金及银行存款

2018年上半年业绩综述

港币44.9百万元 港币45.5百万元 港币38.3百万元

按年 10.6% 按年 15.0%按年 0.5% 按年 15.7%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净额

港币29.5百万元 港币73.0百万元 港币352.5百万元



财务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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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6月30日止6个月（港币百万元） 1H 2018
（未经审核）

1H 2017
（未经审核）

变幅

收益 125.1 113.1 10.6%   

经营溢利 44.9 45.1 (0.5%)

税前溢利 45.5 39.3 15.7%

税项 (7.1) (6.0) 19.7%

本期间溢利 38.3 33.3 15.0%

每股盈利（港仙）

基本 4.82 4.19 15.0%

摊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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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支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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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比率

截至6月30日止六个月
1H 2018
（未经审核）

1H 2017
（未经审核）

经营溢利率 35.9% 39.9%

净溢利率 30.6% 29.5%

实际税率 15.7% 15.2%

流动比率 0.6 1.0

应收账款周转日数 12 9

派息比率 ~73.9%1 ~74.1%2

6

1此相当于分派期内溢利约73.9%（撇除DTTNCo递延税项支出港币1.1百万元及考虑到于用新会计准则后对年初可供分派储
备计提的调整港币1.8百万元）。
2中期派息率约为分派可供分派溢利港币34.3百万元（撇除递延税项支出）的74.1%。



财务状况表主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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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币百万元） 于2018年6月30日
（未经审核）

于2017年12月31日
（经审核）

物业、厂房及设备 25.6 26.0

应收账款 34.4 28.9

其他财务资产 352.5 367.2

现金及银行存款 73.0 84.1

资产净值 330.9 3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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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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商业服务的总电子商贸收益为港币88.3百万元，与2017年上半年总数相
同。由于加强成本控制，电子商贸分部溢利为港币27.9百万元，较去年溢利港币26.0百
万元增加7.0%。

虽然受惠于市场的整体增长，我们的GETS收益由去年港币83.1百万元微升至今年的港币
83.6百万元，但我们的商业服务收益录得差不多相若的跌幅，抵销了GETS收益的升幅。

商业服务项目的延误为导致收益下降的主要原因，确认该等项目收入只是时间问题



身份管理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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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管理业务成绩骄人，收益按年大增72.5%至港币27.0百万元。分部溢利亦增至港币4.9
百万元，上升66.8%。原因是于2018年上半年成功交付数个项目

• 这些项目包括一家大型国际银行的电子化认识你的客户项目、一家本地银行的双重生物认证解
决方案，以及一家私家医院使用数码证书的公开密码匙基础建设解决方案

• 我们亦录得首宗来自一名主要银行客户的电子保安编码器订单的收益

为使证券公司能符合监管机构所刊发的指引，我们已开发并推出了生物识别双重认证云
端解决方案，作为供证券公司订购的一项外判服务，为使用其网上服务的终端用户进行
身份验证



其他服务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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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服务收益为港币9.8百万元，几乎全部来自GETS相关服务，按年增加7.0%。期内分
部溢利为港币6.2百万元，上升45.4%

• 此增长是由于我们稳定的GETS相关服务的价格普遍上升所致

继2017年年底前通过我们的首位银行客户推出智能销售点支付解决方案后，我们与该名
银行客户紧密合作，加快更多该方案的安装

• 除本身支援的Visa/万事达卡及银联外，团队已为我们的智能销售点解决方案加入更多支付方
式，包括美国运通卡、支付宝及微信支付

促进付货人、货运代理与货运公司之间的联系以及简化物流流程的物流公共平台VSHIP
已在今年第一季末开始试行

• 自该服务试行以来，平台上的登记客户及活动量均稳步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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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望



展望 –电子商贸
G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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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专注于开发政府在2019年新牌照下所要求的系统提升措施

为 GETS新牌照作准备

我们正密切注视政府就单一窗口的发展情况，目前大致按计划进行

适当时候参与政府与潜在增值服务供应商开展的咨询，于未来单一窗口下，就影响其
经营环境的业务事宜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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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这个非我们所能控制的宏观因素外，我们合理地相信GETS的市场竞争环境保持平稳

GETS业务前景



展望 –电子商贸
商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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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美国大型非商品营销及分销服务公司的本地附属公司

我们不仅向其提供仓库管理系统，亦会就其新仓库的规划及设计提供顾问服务，以支
援其于消费品及工业产品市场的商业网络及业务组合

澳门一间大型机构

以我们的仓库管理系统作模组，辅以物联网技术，协助其管理在其场所所有使用及存
放的固定及贵重资产，以符合相关发牌规定

优化仓库管理系统获得更多新订单

基于团队手上已有数个已确认或很大机会取得的大型项目，我们预期商业服务业务于
2018年下半年将有所改善。

商业服务的业务前景



展望 –身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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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证券公司登记使用此服务，我们希望日后能从中产生稳定而持续的经常性收入，
建立更理想的收益来源结构

团队正将目标客户扩展至应对此类解决方案有类似需求的保险公司

来自生物识别双重认证云端解决方案的经常性收入

使用电子保安编码器取代实体保安编码器进行身份认证为大势所趋，加上我们的方案
试行成功，我们开始陆续向一家主要银行客户发出电子保安编码器，以取代他们的实
体保安编码器

把握电子保安编码器的商机

预期数项已确认的大型开发中项目将于2018年完成，我们有理由相信能保持目前的增
长势头

身份管理的业务前景



展望 –其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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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上已支援第二个付款路径，这使我们能于2018年下半年向有关银行客户的商户
开展部署安装该解决方案的工作

相信这项业务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带来商业效益

智能销售点

我们预期GETS相关服务的业务环境平稳

GETS相关服务

与大多数平台业务一样，我们一直向用户免费提供服务，预期将继续提供该优惠直至
平台的价值获用户认可及接受

我们正制订发展蓝图，于平台上开发更多功能及特色，从而为我们的客户提供更完备
的电子物流解决方案

物流公共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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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oc、电子商店平台、订单履行系统、仓库管理方案及货单跟踪及交货
证明管理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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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提供道路货物资料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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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公共平台VSHIP

其他服务

身份管理

商业服务

GETS
上市日期
28/10/2005

股价(@28/8/2018) 
港币 1.2 元

已发行股数(@28/8/2018)
794,633,719 股

市值
港币9.54亿元

电子商贸

股份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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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