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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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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上半年業績綜述

Other financial assetsCash & bank deposits

港幣199.0百萬元

港幣125.5百萬元
2.4%

港幣37.3百萬元 港幣14.6百萬元

港幣33.3百萬元 港幣232.9百萬元

維持強勢、穩健的現金流量

港幣17.6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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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按年 51.1%按年 51.5%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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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二零二二年年初爆發的第五波COVID-19疫情嚴重打擊經濟，集團錄得營業額港幣125.5百萬元

，僅下跌2.4%或港幣3.0百萬元，而經營溢利錄得港幣37.3百萬元，較去年同期下跌3.4%或港幣1.3

百萬元

真正嚴峻影響集團的表現是由於市場波動加劇，導致集團所投資的基金以及固定收入的全權委託

投資組合的市場貶值幅度顯著增加

因此，集團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除稅後溢利下跌51.5%或港幣15.4百萬元至港幣14.6百萬元

2022年上半年業績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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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h & bank depositsCash & bank deposits

（港幣百萬元）
1H 2022 

(未經審核)

1H 2021 

(未經審核)
變幅

收益 125.5 128.5 (2.4%)

經營溢利 37.3 38.6 (3.4%)

稅前溢利 17.6 35.9 (51.1%)

稅項 (3.0) (5.9) (49.4%)

本年度溢利 14.6 30.0 (51.5%)

每股盈利（港仙）

基本 1.83 3.78 (51.6%)

攤薄 1.83 3.77 (51.5%)

每股中期股息（港仙） 1.83 2.8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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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收益

港幣百萬元

電子商貿

此分部透過集團的政府電子商
貿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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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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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9 

85.6 

25.7 

22.3 

13.8 

17.6 

0 20 40 60 80 100 120

1H2021

1H2022 68% 18% 14%

69% 20% 11%
128.5

125.5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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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h & bank deposits

主要財務比率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1H 2022

(未經審核)
1H 2021

(未經審核)

經營溢利率 29.7% 30.1%

淨溢利率 11.6% 23.3%

實際稅率 17.1% 16.5%

流動比率 2.7 2.4

應收賬款週轉日數 25 23

派息比率 ~100% ~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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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狀況表主要項目

（港幣百萬元）
於2022年6月30日

(未經審核)
於2021年12月31日

(經審核)

物業、廠房及設備 21.3 23.5

應收賬款及合約資產 41.0 40.2

其他財務資產 232.9 266.6

現金及銀行存款 199.0 209.2

資產淨值 340.9 3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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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及展望



電子商貿業務收益下跌3.7%至港幣85.6百萬元；分部溢利下跌9.3%至港幣29.9百萬元

GETS收益下跌10.1%至港幣73.7百萬元

• 對外貿易表現疲弱，導致整體GETS市場按年下跌1%，加上快遞客戶的業務增長拉低了我們的整體平均價格

• 自 2022 年起，政府對應課稅品許可證報告的要求有所改變，因此我們的應課稅品許可證業務錄得的交易量及

收益按年大跌59%

供應鏈應用方案收益飆升71.8%至港幣11.9百萬元

• 由已確認的新項目、正在進行的項目及具規模的升級項目所帶動

• 正在進行的項目：來自一間香港知名物流公司的倉庫管理系統及運輸管理系統的訂單

• 具規模的升級項目：一個德國大型郵購公司長期客戶及一個主要零售鏈客戶

供應鏈應用方案新項目

• 新項目：來自香港鮮活食物市場客戶就其冷藏倉庫物流營運的倉庫管理系統及運輸管理系統的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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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商貿業務回顧 – GETS及供應鏈應用方案



身份管理業務收益下跌13.5%至港幣22.3百萬元；分部溢利下跌14.8%至港幣2.4百萬元

• 保養服務的收益輕微上升港幣1.3百萬元

• 身份管理項目（電子開戶／電子化認識你的客戶／生物特徵項目）的收益跌幅較大，收益下跌港幣1.7百萬元

至港幣8.9百萬元

• 由於疫情關係，使若干新項目／潛在新業務被客戶擱置，尤其是銀行及金融服務領域

大型電子化認識你的客戶項目已正式簽約

• 為符合客戶的進度表，我們在客戶同意下已於二零二一年展開開發工作，收益可就迄今已進行的相關開發工

作得以確認及計入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的項目收益

獲得訂單成功擴大客戶群

• 涉及一個官方機構的概念性驗證項目，為其一個新展開的身份認證計劃其中一環

• 與一個總承包商就一個大型公共服務項目展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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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管理業務回顧



GETS相關服務收益錄得溫和增長9.2%至港幣11.8百萬元

• 與平安壹賬通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PAOB」）於合作上帶來可觀收益，足以抵銷道路貨物資料系統

（「ROCARS」）業務的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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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上升26.9%至港幣17.6

百萬元，分部溢利增長32.3%至港幣9.3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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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服務業務回顧

智能銷售點

GETS相關服務及合作項目

智能銷售點業務收益錄得大幅增長接近89.8%至港幣5.8百萬元

• 收益來自一家服務業知名企業的主要項目訂單，其涉及支付系統的開發和整合，用以支援40多間門店內超過

200個智能銷售點的設備

• 獲得一份來自我們的最大銀行客戶就其購買智能銷售點供其零售客戶使用的三年維修及支援服務合約



分佔廣東南方海岸科技服務有限公司（「南方」）的虧損減至港幣0.04百萬元

• 進一步實施嚴格的削減成本措施，令成本降低超過62%

• 獲得一筆頗為可觀的政府項目補貼，得以解決燃眉之急，近乎達致收支平衡

自從失去實際為壟斷市場的小船艙單報關服務，其不利的營商環境繼COVID-19疫情進一步惡化。加上

與其中一名股東的法律糾紛令其商譽嚴重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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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中國聯營公司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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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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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商貿業務回顧 – GETS

GETS業務前景

儘管外貿易環境存在不確定性，我們對GETS業務抱有合理信心

作為GETS市場領導者，在我們龐大而忠實的客戶群支持下，我們能夠提供優質的服務以向客戶收取較

高的價格

二零二一年是GETS市場創新高的一年，由於二零二一年下半年勢頭強勁，形成極高的比較基數，因此

我們必須對二零二二年下半年持審慎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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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應用方案前景

憑藉結轉項目工程及手頭上的新項目，我們對其於二零二二年下半年的前景保持合理樂觀

若干熱門潛在客戶有望於未來數月成功確認

潛在銷售訂單：一間大型電訊服務供應商，為現有客戶。新項目是我們原有解決方案的延伸，透過運

用手提設備，促進其5G網絡及設施維護工作的端到端管理及營運

有著這些項目，我們頗有信心於二零二二年的業績會勝過二零二一年

電子商貿業務回顧 –供應鏈應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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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管理的業務前景

我們有合理信心其分部表現將於二零二二年下半年有所改善

項目收益來自按正在進行基準的結轉項目工程及新訂單

若干延期項目收益應可在項目工程重啟後入賬

大型電子化認識你的客戶項目開發工作將於二零二二年下半年繼續

獲得來自政府及公營機構新客戶訂單

鑒於網絡安全威脅與日俱增，我們正把握機會與相關持份者緊密合作，為社群開發並完善我們的解決

方案

展望 –身份管理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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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銷售點

我們對其於二零二二年餘下時間的前景感到樂觀

鑒於第五波疫情逐步受控，部分跨境運輸限制獲得放寬，令物流中斷的情況日漸改善，相信ROCARS

業務亦然如此

雖然預期其他GETS相關服務適度下滑，但我們相信與PAOB合作所帶來的額外收益應足以彌補其缺口

我們對智能銷售點的前景抱有合理信心

投放更多資源，全力推進主要項目，務求於二零二二年年底前大致完成項目並踏入試用階段

手頭上的大型項目及向我們的最大銀行客戶提供維修及支援服務帶來穩定的經常性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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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於本年度餘下時間的業務前景將持續黯淡

我們冀望該名股東的法律糾紛最終能得以解決後，南方的主要股東可會推進一些突破

展望 –投資中國聯營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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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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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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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2022) 

港幣$0.95元

已發行股數(@23/8/2022)

794,633,719股

市值

港幣7.55億元

電子商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