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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摘要



2022年全年业绩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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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币436.5百万元

港币258.8百万元
按年 5.5%

港币80.1百万元 港币52.3百万元

港币63.1百万元 港币0百万元

• 维持强势、稳健的现金流量

港币59.1百万元

收益 经营溢利 本年度溢利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净额

其他财务资产

税前溢利

现金及银行存款

按年 31.5 % 按年 28.9 %0按年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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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不利的营商环境下，集团的表现无可避免受到影响

核心业务仅轻微下滑

动荡的投资环境，拖累在投资方面的表现，导致盈利锐减

2022年全年业绩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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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币百万元）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 变幅

收益 258.8 273.8 (5.5%)

经营溢利 80.1 91.0 (12.0%)

税前溢利 59.1 86.2 (31.5%)

税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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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摊薄 6.6 9.3 (29.0%)

（港仙） 2022 2021 变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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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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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收益（港币百万元）及
其占收益总额百分比

电子商贸

此分部透过集团的政府电子商
贸服务（「GETS」）及供应链
应用方案带来收入

身份管理

此分部透过提供数码证书服务、保安产
品、及身份管理生物特征认证解决方案
带来收入

分部收益

其他服务

此分部包括把纸张转换电子文件服
务处理费，以及支付科技解决方案
及其他项目服务带来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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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比率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2 2021

经营溢利率 30.9% 33.2%

净溢利率 20.2% 26.9%

实际税率 11.4% 14.6%

流动比率 3.06 2.72

应收账款周转日数 26 21

派息比率 98.7%* 99.8%

*2022年的中期股息及拟派末期股息总额相当于股东应占本集团溢利的98.7%。为庆祝集团成立35周年，集团亦建议派发特别股息每股2.75港
仙，因此，股息总额将为每股9.25港仙，与2021年股息总额相同。



8

财务状况表主要项目

（港币百万元） 于2022年12月31日 于2021年12月31日

物业、厂房及设备 20.8 23.5

应收账款及合约资产 42.1 40.2

其他财务资产 - 266.6

现金及银行存款 436.5 209.2

资产净值 364.4 3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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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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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贸业务的收益下跌8.6%至港币172.2百万元；分部溢利下跌18.2%至港币60.9百万元

电子商贸业务回顾— GETS及供应链应用方案

GETS

供应链应用方案

收益下跌13.7%至港币144.6百万元
• 整体政府电子贸易服务市场按年收缩9.7%；与2021年下半年的高基数相比，2022年下半年收缩加快

• 主要付货人客户将大部分货运转走

• 主要快递客户的业务增长持续拉低平均价格，但影响程度较轻，由于其业务于2022年的增长放缓

收益增加32.0%至港币27.6百万元
• 收益增长来自于正在进行的项目及新项目

• 主要新项目包括:

• 订单来自从事应课税品贸易的两名新客户，结合使用仓库管理系统（「仓库管理系统」）及GETS内的应

课税品许可证（「应课税品许可证」）服务

• 设置仓库管理系统以连接一家知名自动化设备供货商提供的自动导向车，以管理一家街市营运商的仓库

运作



11

受第五波COVID-19疫情的打击，我们的身份管理业务收益下跌11.3%至港币47.7百万元，分部溢利下跌
45.7%至港币5.2百万元
• 新项目 / 计划 / 潜在新项目被客户暂缓进行

• 初创金融科技公司加剧价格战

于2022年录得大型新项目按工作进度之入账收益
• 为现有客户提供第三阶段的电子化认识你的客户解决方案

• 官方机构有关身份认证的概念验证项目

于2022下半年将部份资源及精力转向研究与开发（「研发」）
• 升级现有及新产品以应对不断演进和变化的安全风险及技术趋势

身份管理业务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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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S相关服务的收益下跌12.2%至港币21.1百万元
• 与平安壹账通银行（香港）有限公司（「PAOB」）合作产生的收益增加以抵销部分道路货物数据系统

（「 ROCARS 」）及其他服务收益的跌幅
• 整体跌幅略低于GETS业务

其他服务业务包括智能销售点、GETS相关服务及合作项目，录得骄人成绩。收益飙升23.2%至港币38.9百万
元，分部溢利增长45.8%至港币22.4百万元

其他服务业务回顾

智能销售点

GETS相关服务及合作项目

来自智能销售点业务的收益约为2021年收益的2.4倍至港币17.8百万元
• 额外收益来自一个大型项目，涉及支付系统的开发及整合，在40多间门店设置约400个智能销售点及提供支持
• 为银行客户提供维修及支持服务（「维修及支持服务」）的收益亦有所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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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南方海岸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南方」）的表现令人失望

南方的最大单一股东通过公开拍卖收购股权以解决案件及相关问题

该最大单一股东表示有意以相同价格收购我们持有的股份

买卖协议（「买卖协议」）已签署，预期于 2023 年落实并完成付款

投资中国联营公司回顾



14

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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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电子商贸业务

GETS

GETS业务前景

由于经济前景的高度不确定性，对该业务前景持较更保守的看法

相信在GETS市场环境中，在市场份额及我们向客户收取较高价格的能力上，均具有竞争优势

政府贸易单一窗口（「单一窗口」）的实施

涵盖当前GETS所涉及的各项文件的单一窗口第三阶段将分期推出

最后一期预期将于2027年底推出

颇为肯定政府将于2024年底到期的现有GETS牌照，至少延长至2027年底

正寻求尽早与政府开展对话，讨论我们在单一窗口下可担当的角色，以及我们可提供的协助，以帮助
我们的客户透过我们可顺利、无缝地过渡至单一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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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应用方案的前景

对供应链应用方案前景有信心，鉴于业务坚实的基础和独特的竞争优势

完成技术改进工作，包括重新设计解决方案基础建设及新开发一种设置于云端的解决方案，使我们能
够为客户提供具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并提高利润率

专注于开发 IT 解决╱应用方案以及将应用程序与合作伙伴提供的自动化设备整合

整合企业解决方案以服务中小型企业客户，特别是物流界别，向政府申请资助以帮助用户升级 IT 系统，
提升其营运效率

展望 –电子商贸业务

供应链应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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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管理的业务前景

展望 –身份管理业务

随着边境重新开放及大部分COVID-19限制措施取消后，市场情绪更为乐观，对实现适度增长抱持合理
乐观态度

研发成功

用于电子开户的电子化认识你的客户解决方案的升级版本 - 已有多名潜在客户

新反位置欺诈解决方案 - 已开始与相关监管机构进行密切对话，以介绍解决方案并可能为持份者
进行解决方案的概念验证

现有解决方案/产品的潜在订单，部分来自回头客:

例子是我们之前为一家私立医院开发并设置一个公开密码匙基础建设解决方案，用于其医疗记录
的数字签名。有多家医院与我们联系并表示对解决方案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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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销售点

持保守态度

ROCARS业务有望出现反弹

继续与PAOB合作赚取收益

对智能销售点业务抱持乐观态度，预计2023年零售市场将稳步复苏

主要银行客户已开始商讨继续订购新智能销售点装置

继续从知名服务公司的门店设置约400个智能销售点收取租金及相关支持服务收益

GETS相关服务

展望 –其他服务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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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联营公司的前景

买卖协议已于2022年底前签署，无需再分占任何业绩

等待办妥付款及完成交易之相关手续

展望 –投资中国联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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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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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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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及配送方案、物联网及供货商管理解
决方案等）

提供数码证书服务、保安产品、及身份管理生物特征认证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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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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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科技解决方案及其他
项目

其他服务

身份管理

供应链应用方案

GETS
上市日期

28/10/2005

股价(@20/3/2023) 

港币0.91元

已发行股数(@ 20/3/2023)

794,633,719股

市值

港币7.23亿元

电子商贸

公司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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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