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二二年中期
业绩简报

People Building Successful e-Commerce
电子商贸 以人成就



2

财务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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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上半年业绩综述

Other financial assetsCash & bank deposits

港币199.0百万元

港币125.5百万元
2.4%

港币37.3百万元 港币14.6百万元

港币33.3百万元 港币232.9百万元

维持强势、稳健的现金流量

港币17.6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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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按年 51.1%按年 51.5%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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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二零二二年年初爆发的第五波COVID-19疫情严重打击经济，集团录得营业额港币125.5百万元

，仅下跌2.4%或港币3.0百万元，而经营溢利录得港币37.3百万元，较去年同期下跌3.4%或港币1.3

百万元

真正严峻影响集团的表现是由于市场波动加剧，导致集团所投资的基金以及固定收入的全权委托

投资组合的市场贬值幅度显著增加

因此，集团于二零二二年上半年除税后溢利下跌51.5%或港币15.4百万元至港币14.6百万元

2022年上半年业绩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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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h & bank depositsCash & bank deposits

（港币百万元）
1H 2022 

(未经审核)

1H 2021 

(未经审核)
变幅

收益 125.5 128.5 (2.4%)

经营溢利 37.3 38.6 (3.4%)

税前溢利 17.6 35.9 (51.1%)

税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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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摊薄 1.83 3.77 (51.5%)

每股中期股息（港仙） 1.83 2.8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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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收益

港币百万元

电子商贸

此分部透过集团的政府电子商
贸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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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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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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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比率

截至6月30日止六个月
1H 2022

(未经审核)
1H 2021

(未经审核)

经营溢利率 29.7% 30.1%

净溢利率 11.6% 23.3%

实际税率 17.1% 16.5%

流动比率 2.7 2.4

应收账款周转日数 25 23

派息比率 ~100% ~74.2%



8

财务状况表主要项目

（港币百万元）
于2022年6月30日

(未经审核)
于2021年12月31日

(经审核)

物业、厂房及设备 21.3 23.5

应收账款及合约资产 41.0 40.2

其他财务资产 232.9 266.6

现金及银行存款 199.0 209.2

资产净值 340.9 3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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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回顾及展望



电子商贸业务收益下跌3.7%至港币85.6百万元；分部溢利下跌9.3%至港币29.9百万元

GETS收益下跌10.1%至港币73.7百万元

• 对外贸易表现疲弱，导致整体GETS市场按年下跌1%，加上快递客户的业务增长拉低了我们的整体平均价格

• 自 2022 年起，政府对应课税品许可证报告的要求有所改变，因此我们的应课税品许可证业务录得的交易量及

收益按年大跌59%

供应链应用方案收益飙升71.8%至港币11.9百万元

• 由已确认的新项目、正在进行的项目及具规模的升级项目所带动

• 正在进行的项目：来自一间香港知名物流公司的仓库管理系统及运输管理系统的订单

• 具规模的升级项目：一个德国大型邮购公司长期客户及一个主要零售链客户

供应链应用方案新项目

• 新项目：来自香港鲜活食物市场客户就其冷藏仓库物流营运的仓库管理系统及运输管理系统的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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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贸业务回顾 – GETS及供应链应用方案



身份管理业务收益下跌13.5%至港币22.3百万元；分部溢利下跌14.8%至港币2.4百万元

• 保养服务的收益轻微上升港币1.3百万元

• 身份管理项目（电子开户／电子化认识你的客户／生物特征项目）的收益跌幅较大，收益下跌港币1.7百万元

至港币8.9百万元

• 由于疫情关系，使若干新项目／潜在新业务被客户搁置，尤其是银行及金融服务领域

大型电子化认识你的客户项目已正式签约

• 为符合客户的进度表，我们在客户同意下已于二零二一年展开开发工作，收益可就迄今已进行的相关开发工

作得以确认及计入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的项目收益

获得订单成功扩大客户群

• 涉及一个官方机构的概念性验证项目，为其一个新展开的身份认证计划其中一环

• 与一个总承包商就一个大型公共服务项目展开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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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管理业务回顾



GETS相关服务收益录得温和增长9.2%至港币11.8百万元

• 与平安壹账通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PAOB」）于合作上带来可观收益，足以抵销道路货物资料系统

（「ROCARS」）业务的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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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上升26.9%至港币17.6

百万元，分部溢利增长32.3%至港币9.3百万元

12

其他服务业务回顾

智能销售点

GETS相关服务及合作项目

智能销售点业务收益录得大幅增长接近89.8%至港币5.8百万元

• 收益来自一家服务业知名企业的主要项目订单，其涉及支付系统的开发和整合，用以支持40多间门店内超过

200个智能销售点的设备

• 获得一份来自我们的最大银行客户就其购买智能销售点供其零售客户使用的三年维修及支持服务合约



分占广东南方海岸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南方」）的亏损减至港币0.04百万元

• 进一步实施严格的削减成本措施，令成本降低超过62%

• 获得一笔颇为可观的政府项目补贴，得以解决燃眉之急，近乎达致收支平衡

自从失去实际为垄断市场的小船舱单报关服务，其不利的营商环境继COVID-19疫情进一步恶化。加上

与其中一名股东的法律纠纷令其商誉严重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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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中国联营公司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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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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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贸业务回顾 – GETS

GETS业务前景

尽管外贸易环境存在不确定性，我们对GETS业务抱有合理信心

作为GETS市场领导者，在我们庞大而忠实的客户群支持下，我们能够提供优质的服务以向客户收取较

高的价格

二零二一年是GETS市场创新高的一年，由于二零二一年下半年势头强劲，形成极高的比较基数，因此

我们必须对二零二二年下半年持审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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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应用方案前景

凭借结转项目工程及手头上的新项目，我们对其于二零二二年下半年的前景保持合理乐观

若干热门潜在客户有望于未来数月成功确认

潜在销售订单：一间大型电讯服务供货商，为现有客户。新项目是我们原有解决方案的延伸，透过运

用手提设备，促进其5G网络及设施维护工作的端到端管理及营运

有着这些项目，我们颇有信心于二零二二年的业绩会胜过二零二一年

电子商贸业务回顾 –供应链应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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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管理的业务前景

我们有合理信心其分部表现将于二零二二年下半年有所改善

项目收益来自按正在进行基准的结转项目工程及新订单

若干延期项目收益应可在项目工程重启后入账

大型电子化认识你的客户项目开发工作将于二零二二年下半年继续

获得来自政府及公营机构新客户订单

鉴于网络安全威胁与日俱增，我们正把握机会与相关持份者紧密合作，为社群开发并完善我们的解决

方案

展望 –身份管理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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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销售点

我们对其于二零二二年余下时间的前景感到乐观

鉴于第五波疫情逐步受控，部分跨境运输限制获得放宽，令物流中断的情况日渐改善，相信ROCARS

业务亦然如此

虽然预期其他GETS相关服务适度下滑，但我们相信与PAOB合作所带来的额外收益应足以弥补其缺口

我们对智能销售点的前景抱有合理信心

投放更多资源，全力推进主要项目，务求于二零二二年年底前大致完成项目并踏入试用阶段

手头上的大型项目及向我们的最大银行客户提供维修及支持服务带来稳定的经常性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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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于本年度余下时间的业务前景将持续黯淡

我们冀望该名股东的法律纠纷最终能得以解决后，南方的主要股东可会推进一些突破

展望 –投资中国联营公司



20

公司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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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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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提供道路货物资料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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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2022) 

港币$0.95元

已发行股数(@23/8/2022)

794,633,719股

市值

港币7.55亿元

电子商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