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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2022年全年業績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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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幣436.5百萬元

港幣258.8百萬元
按年 5.5%

港幣80.1百萬元 港幣52.3百萬元

港幣63.1百萬元 港幣0百萬元

• 維持強勢、穩健的現金流量

港幣59.1百萬元

收益 經營溢利 本年度溢利

經營活動產生的
現金淨額

其他財務資產

稅前溢利

現金及銀行存款

按年 31.5 % 按年 28.9 %0按年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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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不利的營商環境下，集團的表現無可避免受到影響

核心業務僅輕微下滑

動盪的投資環境，拖累在投資方面的表現，導致盈利銳減

2022年全年業績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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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幣百萬元）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 變幅

收益 258.8 273.8 (5.5%)

經營溢利 80.1 91.0 (12.0%)

稅前溢利 59.1 86.2 (31.5%)

稅項 (6.7) (12.6) (46.3%)

本年度溢利 52.3 73.7 (28.9%)

每股盈利（港仙）

基本 6.6 9.3 (29.0%)

攤薄 6.6 9.3 (29.0%)

（港仙） 2022 2021 變幅

2022年度每股合共股息 9.25 9.25 -

每股中期股息 1.83 2.80 (34.6%)

每股末期股息 4.67 6.45 (27.6%)

每股特别股息 2.75 N/A N/A

財務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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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收益（港幣百萬元）及
其佔收益總額百分比

電子商貿

此分部透過集團的政府電子商
貿服務（「GETS」）及供應鏈
應用方案帶來收入

身份管理

此分部透過提供數碼證書服務、保安產
品、及身份管理生物特徵認證解決方案
帶來收入

分部收益

其他服務

此分部包括把紙張轉換電子文件服
務處理費，以及支付科技解決方案
及其他項目服務帶來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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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財務比率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2 2021

經營溢利率 30.9% 33.2%

淨溢利率 20.2% 26.9%

實際稅率 11.4% 14.6%

流動比率 3.06 2.72

應收賬款週轉日數 26 21

派息比率 98.7%* 99.8%

*2022年的中期股息及擬派末期股息總額相當於股東應佔本集團溢利的98.7%。為慶祝集團成立35週年，集團亦建議派發特別股息每股2.75港
仙，因此，股息總額將為每股9.25港仙，與2021年股息總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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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狀況表主要項目

（港幣百萬元） 於2022年12月31日 於2021年12月31日

物業、廠房及設備 20.8 23.5

應收賬款及合約資產 42.1 40.2

其他財務資產 - 266.6

現金及銀行存款 436.5 209.2

資產淨值 364.4 378.6



9

業務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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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商貿業務的收益下跌8.6%至港幣172.2百萬元；分部溢利下跌18.2%至港幣60.9百萬元

電子商貿業務回顧— GETS及供應鏈應用方案

GETS

供應鏈應用方案

收益下跌13.7%至港幣144.6百萬元
• 整體政府電子貿易服務市場按年收縮9.7%；與2021年下半年的高基數相比，2022年下半年收縮加快

• 主要付貨人客戶將大部分貨運轉走

• 主要快遞客戶的業務增長持續拉低平均價格，但影響程度較輕，由於其業務於2022年的增長放緩

收益增加32.0%至港幣27.6百萬元
• 收益增長來自於正在進行的項目及新項目

• 主要新項目包括:

• 訂單來自從事應課稅品貿易的兩名新客戶，結合使用倉庫管理系統（「倉庫管理系統」）及GETS內的應

課稅品許可證（「應課稅品許可證」）服務

• 設置倉庫管理系統以連接一家知名自動化設備供應商提供的自動導向車，以管理一家街市營運商的倉庫

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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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第五波COVID-19疫情的打擊，我們的身份管理業務收益下跌11.3%至港幣47.7百萬元，分部溢利下跌
45.7%至港幣5.2百萬元
• 新項目 / 計劃 / 潛在新項目被客戶暫緩進行

• 初創金融科技公司加劇價格戰

於2022年錄得大型新項目按工作進度之入賬收益
• 為現有客戶提供第三階段的電子化認識你的客戶解決方案

• 官方機構有關身份認證的概念驗證項目

於2022下半年將部份資源及精力轉向研究與開發（「研發」）
• 升級現有及新產品以應對不斷演進和變化的安全風險及技術趨勢

身份管理業務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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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S相關服務的收益下跌12.2%至港幣21.1百萬元
• 與平安壹賬通銀行（香港）有限公司（「PAOB」）合作產生的收益增加以抵銷部分道路貨物資料系統

（「 ROCARS 」）及其他服務收益的跌幅
• 整體跌幅略低於GETS業務

其他服務業務包括智能銷售點、GETS相關服務及合作項目，錄得驕人成績。收益飆升23.2%至港幣38.9百萬
元，分部溢利增長45.8%至港幣22.4百萬元

其他服務業務回顧

智能銷售點

GETS相關服務及合作項目

來自智能銷售點業務的收益約為2021年收益的2.4倍至港幣17.8百萬元
• 額外收益來自一個大型項目，涉及支付系統的開發及整合，在40多間門店設置約400個智能銷售點及提供支援
• 為銀行客户提供維修及支援服務（「維修及支援服務」）的收益亦有所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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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南方海岸科技服務有限公司（「南方」）的表現令人失望

南方的最大單一股東通過公開拍賣收購股權以解決案件及相關問題

該最大單一股東表示有意以相同價格收購我們持有的股份

買賣協議（「買賣協議」）已簽署，預期於 2023 年落實並完成付款

投資中國聯營公司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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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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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電子商貿業務

GETS

GETS業務前景

由於經濟前景的高度不確定性，對該業務前景持較更保守的看法

相信在GETS市場環境中，在市場份額及我們向客戶收取較高價格的能力上，均具有競爭優勢

政府貿易單一窗口（「單一窗口」）的實施

涵蓋當前GETS所涉及的各項文件的單一窗口第三階段將分期推出

最後一期預期將於2027年底推出

頗為肯定政府將於2024年底到期的現有GETS牌照，至少延長至2027年底

正尋求盡早與政府開展對話，討論我們在單一窗口下可擔當的角色，以及我們可提供的協助，以幫助
我們的客戶透過我們可順利、無縫地過渡至單一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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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應用方案的前景

對供應鏈應用方案前景有信心，鑒於業務堅實的基礎和獨特的競爭優勢

完成技術改進工作，包括重新設計解決方案基礎建設及新開發一種設置於雲端的解決方案，使我們能
夠為客戶提供具成本效益的解決方案，並提高利潤率

專注於開發 IT 解決╱應用方案以及將應用程式與合作夥伴提供的自動化設備整合

整合企業解決方案以服務中小型企業客戶，特別是物流界別，向政府申請資助以幫助用戶升級 IT 系統，
提升其營運效率

展望 –電子商貿業務

供應鏈應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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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管理的業務前景

展望 –身份管理業務

隨著邊境重新開放及大部分COVID-19限制措施取消後，市場情緒更為樂觀，對實現適度增長抱持合理
樂觀態度

研發成功

用於電子開戶的電子化認識你的客戶解決方案的升級版本 - 已有多名潛在客戶

新反位置欺詐解決方案 - 已開始與相關監管機構進行密切對話，以介紹解決方案並可能為持份者
進行解決方案的概念驗證

現有解決方案/產品的潛在訂單，部分來自回頭客:

例子是我們之前為一家私立醫院開發並設置一個公開密碼匙基礎建設解決方案，用於其醫療記錄
的數碼簽署。有多家醫院與我們聯繫並表示對解決方案有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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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銷售點

持保守態度

ROCARS業務有望出現反彈

繼續與PAOB合作賺取收益

對智能銷售點業務抱持樂觀態度，預計2023年零售市場將穩步復甦

主要銀行客戶已開始商討繼續訂購新智能銷售點裝置

繼續從知名服務公司的門店設置約400個智能銷售點收取租金及相關支援服務收益

GETS相關服務

展望 –其他服務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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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聯營公司的前景

買賣協議已於2022年底前簽署，無需再分佔任何業績

等待辦妥付款及完成交易之相關手續

展望 –投資中國聯營公司



20

公司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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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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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倉庫解決方案、訂單配送管理系統、運輸及配送方案、物聯網及供應商管理解
決方案等）

提供數碼證書服務、保安產品、及身份管理生物特徵認證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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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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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科技解決方案及其他
項目

其他服務

身份管理

供應鏈應用方案

GETS
上市日期

28/10/2005

股價(@20/3/2023) 

港幣0.91元

已發行股數(@ 20/3/2023)

794,633,719股

市值

港幣7.23億元

電子商貿

公司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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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