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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SOFT CORPORATION
匯財軟件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018）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全年業績公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的特色

創業板的定位乃為相比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
供一個上市的市場。有意投資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
過審慎周詳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的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明創業
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經驗豐富的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的新興性質使然，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
所主板買賣的證券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亦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
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
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佈之資料乃遵照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而刊載，
旨在提供有關匯財軟件公司（「本公司」）之資料。本公司之董事（「董事」）願就本
公佈之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
其所知及所信，本公佈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及完備，並無誤導或欺
詐成分，且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項，足以令致本公佈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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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業績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綜合全面收入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元 港元

收益 3 33,155,156 33,626,811
銷售成本 (9,243,624) (11,000,898)  

毛利 23,911,532 22,625,913
投資及其他收入 5 66,245 482,908
其他收益及虧損 6 167,493 172,540
行政開支 (14,634,007) (9,364,355)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1,443) –
上市開支 (8,063,496) (789,000)  

除稅前溢利 1,446,324 13,128,006
所得稅開支 7 (2,017,820) (1,908,778)  

年內（虧損）╱溢利 8 (571,496) 11,219,228  

其他全面收入（扣除所得稅）
其後可獲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公平價值收益淨額 – 77,597
有關年內已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
重新分類調整 – (69,817)  

年內其他全面收入（扣除所得稅） – 7,780  

年內全面（開支）╱收入總額 (571,496) 11,227,008  

應佔年內（虧損）╱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570,290) 11,218,828
非控股權益 (1,206) 400  

(571,496) 11,219,228  

應佔年內全面（開支）╱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570,290) 11,226,608
非控股權益 (1,206) 400  

(571,496) 11,227,008  

每股（虧損）╱盈利
－基本及攤薄（每股港仙） 10 (0.35) 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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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元 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786,803 391,313
商譽 917,976 –
無形資產 2,918,086 1,141,905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1,557 –
可供出售投資 – –  

4,624,422 1,533,218  

流動資產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2 8,693,549 5,163,551
即期稅項資產 647,177 –
現金及銀行結餘 48,190,199 19,519,257  

57,530,925 24,682,808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 13 12,655,951 13,277,016
即期稅項負債 – 28,286  

12,655,951 13,305,302  

流動資產淨值 44,874,974 11,377,50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49,499,396 12,910,724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551,824 –  

資產淨值 48,947,572 12,910,724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4 2,000,000 77,894
儲備 46,947,572 12,830,46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48,947,572 12,908,357
非控股權益 – 2,367  

權益總額 48,947,572 12,91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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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合併儲備
投資

重估儲備 保留溢利 小計
非控股

權益應佔 總額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附註14）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的結餘 78 – – (7,780) 5,211,635 5,203,933 1,967 5,205,900        

年內溢利 – – – – 11,218,828 11,218,828 400 11,219,228

年內其他全面收入 – – – 7,780 – 7,780 – 7,780        

年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7,780 11,218,828 11,226,608 400 11,227,008        

附屬公司發行股份 77,816 – – – – 77,816 – 77,816

確認為分派的股息（附註 9） – – – – (3,600,000) (3,600,000) – (3,600,000)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結餘 77,894 – – – 12,830,463 12,908,357 2,367 12,910,724        

年內虧損 – – – – (570,290) (570,290) (1,206) (571,496)
年內其他全面收入 – – – – – – – –        

年內全面開支總額 – – – – (570,290) (570,290) (1,206) (571,496)        

附屬公司取消註冊（附註） – – – – – – (1,161) (1,161)
重組（附註14） (77,794) – 77,794 – – – – –
資本化發行（附註14） 1,499,900 (1,499,900) – – – – – –
透過配售發行股份（附註 14） 500,000 40,500,000 – – – 41,000,000 – 41,000,000
發行股份應佔交易成本 – (4,390,495) – – – (4,390,495) – (4,390,495)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結餘 2,000,000 34,609,605 77,794 – 12,260,173 48,947,572 – 48,947,572        

附註：

本公司一間全資附屬公司亞洲網上系統有限公司持有亞網系統（澳門）有限公司（於澳門註冊成
立的有限公司）96%的股本權益。於二零一三年一月十四日，亞網系統（澳門）有限公司根據適用
澳門法律及法規取消註冊，並因而於取消註冊時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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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及呈列基準

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在開曼群島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註冊成立為獲豁免
有限公司，並自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六日起，股份於聯交所創業板上市。其直接控股公
司為Luster Wealth Limited（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而其
最終控股公司為Woodstock Management Limited（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並由
本公司控股股東陳錫強先生（「陳先生」）全資擁有）。

本公司註冊辦事處地址為Clifton House, 75 Fort Street, PO Box 1350, Grand Cayman KY1-1108, 

Cayman Islands，而本公司的香港主要營業地點的地址為香港灣仔軒尼詩道318號W Square 

23樓。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本集團主要從事開發、銷售及提供金融交易軟件解
決方案，主要產品為供金融機構專用的金融產品交易及結算系統，以及提供轉介服務以
尋求、辨識及轉介潛在交易機會予有意方。

為準備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創業板上市事宜進行公司重組（「重組」）前，集團實體受陳先
生控制。透過重組，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八日成為現時組成本集團各公司的控
股公司。因此，就編製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而言，本公司於報告年度期間被視為現時
組成本集團各公司的控股公司。重組所產生由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組成的本集團被視為
一個持續經營實體。重組前後，本集團均受陳先生控制。

綜合財務報表乃假設本公司於報告年度期間一直為本集團的控股公司，並根據香港會計
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會計指引第 5號「共同控制合併的合併會計法」予以編
製。報告年度期間的綜合全面收入表、綜合權益變動表及綜合現金流量表（包括現時組
成本集團各公司的業績、權益變動及現金流量）已予編製，猶如現時的集團架構於整個
報告年度或自其各自註冊成立日期起（以期間較短者為準）已存在。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的綜合財務狀況表乃為呈列現時組成本集團各公司的資產及負債而編製，猶如
現時的集團架構於該日期已存在。

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呈列，與本公司的功能貨幣相同。

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此外，綜合財務報
表包含創業板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所規定之適用披露。

除若干金融工具以各報告期末之公平價值計量外，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歷史成本的基準
編製。歷史成本一般根據交換產品及服務提供的代價公平價值計量。

2. 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應用

就編製及呈列綜合財務報表而言，本集團一直貫徹應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於二零
一三年一月一日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的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修訂本及詮釋（「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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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已於本年度首次應用下列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平價值計量，提供公平價值之精確定義、公平價值計量之單
一來源及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範圍內使用之披露規定。該準則並不改變本集團需要使用
公平價值之情況，但為在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已規定或允許使用公平價值之情況下，
應如何應用公平價值提供了指引。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已按未來適用基準應用，採
納有關準則對本集團之公平價值計量並無重大影響。公平價值計量政策已因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第13號之指引而作出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呈列其他全面收入項目 改變在其他全面收入內呈列項目之分
類方式。可於未來某個時間重新分類﹙或重新使用﹚至損益表之項目﹙例如：換算海外
業務之匯兌差額、現金流動對沖變動淨額及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虧損或收益淨額﹚與不
得重新分類之項目﹙例如：土地及樓宇之重估﹚需分開呈列。該等修訂僅影響呈列，對本
集團的財務狀況或業績並無影響。

本集團並無應用任何並未於當前會計期間生效之新準則或詮釋，惟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
修訂本資產減值－有關非金融資產可收回金額之披露 除外，其在相關現金產生單位（「現
金產生單位」）並無減值或減值撥回的情況下，取消具有商譽或無固定可使用年期的其他
無形資產的現金產生單位可收回金額之披露規定。此外，有關修訂本規定，當資產或現
金產生單位的可收回金額按其公平價值減出售成本釐定時，須對有關公平價值層級、主
要假設及估值技術作額外披露。該等修訂本已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
期間生效，須追溯採用及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獲應用時允許提早應用。該等修訂
本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或表現並無影響。

董事認為，除額外披露外，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於本年度及
過往年度之財務表現及狀況及╱或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未有提早採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及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周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年度改進項目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周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年度改進項目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二零一一年）修訂本

投資實體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對沖會計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7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4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
（二零一一年）修訂本

界定福利計劃：僱員供款 2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抵銷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 1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更新衍生工具及對沖會計的延續 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1號

徵費 1

1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准許提早採用
2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准許提早採用
3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並具有少數例外情況
4 尚未訂立強制生效日期，但可供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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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抵銷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澄清與抵銷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規定有關的現有應用問題。
尤其是，該等修訂本澄清「現時擁有於法律上可強制執行的抵銷權」及「同時變現及結算」
的涵義。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方才生效，且
須追溯應用。本公司董事預計，應用該等香港會計準則第 32號修訂本，將不會對本集團
綜合財務報表有重大影響，原因是本集團並無合資格抵銷的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於二零零九年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引進有關金融資產分類及計量的新規定。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於二零一零年修訂，加入有關金融負債分類及計量以及取消確
認的規定。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主要規定概述如下：

• 屬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 範圍內的所有已確認金融資產其後
按攤銷成本或公平價值計量。特別是，目標為集合合約現金流量的業務模式中所持
有及合約現金流量均純粹為本金及尚未償還本金的利息付款的債務投資，一般按
後續會計期末的攤銷成本計量。所有其他債務投資及股本投資均按後續會計期末
的公平價值計量。此外，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實體可作出不可撤回的選
擇，於其他全面收入呈列股本投資（並非持作買賣）公平價值後續變動，僅股息收入
一般於損益中確認。

• 就指定為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負債計量而言，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規
定，因金融負債信貸風險有變而導致其公平價值變動的款額乃於其他全面收入呈
列，除非於其他全面收入確認該負債信貸風險變動的影響會產生或增加損益的會
計錯配，則作別論。因金融負債的信貸風險有變而導致其公平價值變動其後不會重
新分類至損益。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指定為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負債
的全部公平價值變動款額於損益呈列。

本公司董事預期，於未來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將不會對本集團根據於報告期間
結算日所呈報的本集團金融工具有關的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所呈報的金額造成重大影
響。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以及修訂本將不會對本集團編製及呈報業
績及財務狀況的方法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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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

本集團於年內的收益分析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元 港元

銷售貨品的收益 5,804,047 7,068,164

提供有關金融交易軟件解決方案的服務的收益 12,446,674 12,287,791

軟件特許權及伺服器寄存的收益 12,704,435 14,270,856

轉介服務的收益 2,200,000 –  

33,155,156 33,626,811  

按主要產品及服務分類的收益分析見附註4。

4. 分部資料

主要有關銷售或提供貨品或服務種類的資料呈交本公司董事，即主要營運決策人（「主要
營運決策人」），以作資源分配及分部表現評估。

本集團於年內開始從事轉介業務，為本年度新增經營分部。因此，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8號可報告經營分部如下：

(a) 金融交易軟件解決方案－開發、銷售及提供金融交易軟件解決方案，主要產品為供
金融機構專用的金融產品交易及結算系統；及

(b) 轉介業務－提供轉介服務，以獲取、辨識及轉介潛在交易機會予有意方。

分部收益及業績

下文載列按可呈報分部劃分之本集團收益及業績分析：

金融交易軟件解決方案 轉介業務 總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分部收益
源於外部客戶之收益 30,955,156 33,626,811 2,200,000 – 33,155,156 33,626,811      

分部溢利 10,048,966 13,570,655 977,612 – 11,026,578 13,570,655

投資及其他收入 18,942 114,179

其他收益及虧損 – 232,172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1,443) –

上市開支 (8,063,496) (789,000)

中央行政成本 (1,534,257) –  

除稅前溢利 1,446,324 13,128,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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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所呈報分部收益指源於外部客戶之收益。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概無任何分部間銷售（二零一二年：無）。

經營分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之會計政策相同。分部溢利指各分部賺取之溢利，當中並
無分配銀行存款產生之利息收入及可供出售投資、源於本集團財務工具之其他收益及
虧損、應佔聯營公司虧損、上市開支及中央行政成本。此乃向主要營運決策人匯報之計
量，以供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部表現之用。

分部資產及負債

金融交易軟件解決方案 轉介業務 總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分部資產 9,070,525 4,957,494 3,826,470 – 12,896,995 4,957,494

公司及未分配資產 49,258,352 21,258,532  

綜合資產 62,155,347 26,216,026  

分部負債 11,939,119 13,277,016 675,617 – 12,614,736 13,277,016

公司及未分配負債 593,039 28,286  

綜合負債 13,207,775 13,305,302  

為監察分部表現及於分部間分配資源：

• 所有資產均分配至經營分部，惟於聯營公司之投資、可供出售投資、現金及銀行結
餘、即期稅項資產及其他公司及未分配資產除外。商譽分配至轉介業務分部。

• 所有負債均分配至經營分部，惟即期及遞延稅項負債及其他公司及未分配負債除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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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分部資料（載於定期向主要營運決策人提供之分部損益計量）

金融交易軟件解決方案 轉介業務 總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84,168 376,869 8,658 – 292,826 376,869

出售物業、廠房及
設備虧損 – 30,250 – – – 30,250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虧損 – 283,275 – – – 283,275

撥回貿易應收款項
減值虧損 (167,775) (255,270) – – (167,775) (255,270)

添置非流動資產（附註） 1,995,841 1,328,975 1,386,632 – 3,382,473 1,328,975      

附註： 非流動資產不包括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按主要產品及服務分類的收益

本集團來自主要產品及服務的收益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元 港元

銷售硬件 873,647 1,444,050

銷售軟件系統 4,930,400 5,624,114

系統訂製及網絡支援 3,052,469 4,313,867

軟件保養 9,253,189 7,726,194

軟件特許權 11,289,655 12,585,979

伺服器寄存 1,414,780 1,684,877

轉介 2,200,000 –

其他 141,016 247,730  

33,155,156 33,626,811  

地區資料

本公司以開曼群島為註冊地，而本集團主要業務則於香港進行。年內，本集團來自外部
客戶的所有收益大部分來自香港。本集團所有非流動資產均位於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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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主要客戶的資料

佔本集團收益總額10%或以上的主要客戶收益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元 港元

客戶A 3,593,673 4,452,275  

5. 投資及其他收入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元 港元

以下各項的利息收入：
銀行存款 18,942 7,334

可供出售投資－非上市 – 106,845

來自一間關連公司的貸款 – 47,260  

利息收入總額 18,942 161,439

雜項收入 47,303 321,469  

66,245 482,908  

6. 其他收益及虧損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元 港元

來自持作買賣投資的股息收入 – 32,940

因出售可供出售投資自權益重新分類至損益的累計收益 – 69,817

可供出售投資減值虧損 – (45,665)

分類為持作買賣金融資產的公平價值變動產生的收益 – 175,080

外匯虧損淨額 (282) (1,37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 – (30,250)

貿易應收款項的減值虧損 – (283,275)

貿易應收款項的減值虧損撥回 167,775 255,270  

167,493 172,540  



– 12 –

7. 所得稅開支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元 港元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1,484,598 2,140,377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18,602) (231,599)  

1,465,996 1,908,778

遞延稅項 551,824 –  

於損益確認的所得稅總額 2,017,820 1,908,778  

兩年內，香港利得稅均按在香港產生或賺取的估計應課稅溢利以16.5%稅率計提撥備。

8. 年內（虧損）╱溢利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元 港元

年內（虧損）╱溢利於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得出：

核數師酬金 400,000 100,00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92,826 376,869

租用物業的經營租賃款項 1,849,941 2,183,480

所產生的研發成本開支（計入行政開支） – 491,921  

僱員福利開支：
薪金及其他福利 17,362,093 14,141,713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536,051 464,404  

僱員福利開支總額，包括董事酬金 17,898,144 14,606,117

減：開發成本資本化金額 (1,776,181) (1,141,905)  

16,121,963 13,464,212  

附註：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計入銷售成本的僱員福利開支總額為7,558,760

港元（二零一二年：8,446,033港元），而計入行政開支的僱員福利開支總額為8,563,203港元
（二零一二年：5,018,179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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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息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元 港元

確認為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分派的股息 – 3,600,000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支付或建議派付股息，自報告期間結
算日亦無建議派付任何股息。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支付的 3,600,000港元股息，為本公司一間附屬公
司於重組前向其當時權益持有人支付的股息。由於股息率及獲派股息的股份數目就編製
該等綜合財務報表而言並無意義，故並無呈列該等資料。

10. 每股（虧損）╱盈利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元 港元

（虧損）╱盈利
就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虧損）╱盈利 (570,290) 11,218,828

股份數目
就每股基本（虧損）╱盈利，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63,287,671 150,000,000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 (i)本公
司擁有人應佔虧損及 (ii)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回溯計及10,000股已發行股份及根據資本化
發行而發行的149,990,000股股份）及根據配售發行之50,000,000股股份計算，詳情載列於附
註14。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 (i)本公
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及 (ii)150,000,000股股份之加權平均數（由10,000股已發行股份及根據資
本化發行而將予發行的149,990,000股股份組成）計算，猶如該等 150,000,000股股份自二零
一二年一月一日均發行在外。

由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已發行潛在攤薄普通股，
故每股攤薄（虧損）╱盈利與每股基本（虧損）╱盈利相等。

1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計入本公司財務報表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達9,278,322港元（二零一二年：789,000港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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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元 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6,677,327 2,726,758

呆賬撥備 – (283,275)  

6,677,327 2,443,483

其他應收款項 154,784 51,755

預付上市開支 – 1,739,274

按金及預付款項 1,861,438 929,039  

8,693,549 5,163,551  

貿易應收款項按發票日期及扣除呆賬撥備後呈列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元 港元

0至30日 2,560,056 512,646

31至60日 3,197,741 1,319,547

61至90日 32,800 520,250

91至120日 80,250 91,040

超過120日 806,480 –  

總計 6,677,327 2,443,483  

本集團一般給予客戶不超過30日的平均信貸期，由本集團與個別客戶磋商釐定。貿易應
收款項並不計息。

未逾期及未減值之貿易應收款項涉及眾多類型客戶，均並無近期欠款記錄。

上文披露的貿易應收款項包括於報告期間結算日逾期的金額（見下文賬齡分析），本集團
尚未確認該等金額為呆賬撥備，因為信貸質素尚未有重大改變以及該等金額仍被視為可
收回。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

已逾期但未減值的應收款項賬齡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元 港元

已逾期：
1至30日 3,197,741 1,319,547

31至60日 32,800 520,250

61至90日 80,250 91,040

超過90日 806,480 –  

總計 4,117,271 1,930,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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呆賬撥備變動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元 港元

年初結餘 283,275 255,270

應收款項確認的減值虧損 – 283,275

年內撇銷不可收回金額 (115,500) –

已撥回減值虧損 (167,775) (255,270)  

年末結餘 – 283,275  

釐定貿易應收款項可否收回時，本集團考慮貿易應收款項由最初放貸日至報告期間結算
日的信貸質素變動。本集團經內部評估，並考慮貿易客戶的還款記錄及財務背景後，已
評估貿易應收款項的信貸質素。由於客戶基礎廣大且無關連，因此信貸集中風險有限。

已減值貿易應收款項賬齡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元 港元

已逾期：
91至120日 – 159,000

超過120日 – 124,275  

總計 – 283,275  

13. 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元 港元

預收款項 4,791,512 4,021,263

客戶按金 3,846,510 3,700,86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4,017,929 5,554,893  

12,655,951 13,277,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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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港元

每股0.01港元之普通股
法定：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八日（註冊成立日期）（附註 (ii)）及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8,000,000 380,000

增加法定股本（附註 (iv)） 962,000,000 9,620,000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000,000,000 10,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款：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八日（註冊成立日期）（附註 (ii)）及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附註 (i)） 1 –

根據重組發行股份（附註 (iii)） 9,999 100

根據資本化發行發行股份（附註 (v)） 149,990,000 1,499,900

根據配售發行股份（附註 (vi)） 50,000,000 500,000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00,000,000 2,000,000  

附註：

(i) 就編製綜合財務報表而言，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股本結餘即於重組前
由控股股東陳先生持有組成本集團的附屬公司實繳股本總額。

(ii) 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八日根據公司法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
公司，初期法定股本為380,000港元，分為38,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股份。於二零
一二年十二月十八日配發及發行1股未繳股款股份予認購人，同日其後轉移至Luster 

Wealth Limited。

(iii) 根據重組及作為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向Luster Wealth Limited及Efficient 

Channel Limited收購 Infinite Capital Ventures Limited全部已發行股本的代價，(a) Luster 

Wealth Limited持有的1股未繳股款股份已入賬列作繳足；及 (b)已分別向Luster Wealth 

Limited及Efficient Channel Limited配發及發行9,249股及750股股份，並入賬列作繳足。

(iv) 根據股東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十日通過的書面決議案，本公司法定股本透過增設
962,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的股份，由380,000港元增至10,000,000港元，各股份於
所有方面與當時已發行股份享有同等地位。

(v) 根據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十日通過之股東書面決議案，董事獲授權將本公司股份溢
價賬之進賬額1,499,900港元資本化，並動用有關金額作為按面值悉數繳足149,990,000

股股份之資金，以配發及發行予本公司當時之既有股東，每股股份於所有方面與當
時既有已發行股份享有同等地位。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六日，本公司已按照上述
者配發及發行有關股份，並使資本化發行生效。

(vi)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六日，根據本公司於聯交所創業板上市，本公司藉配售方式
發行50,000,000股股份，每股作價0.82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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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概覽

本集團主要從事開發、銷售及租賃金融交易軟件解決方案，主要產品為供金融
機構專用的金融產品交易及結算系統，及提供轉介服務，以尋求、辨識及轉介
潛在交易機會予有意方。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經營及業務環境保持平穩，
與二零一二年同期相若。

金融交易軟件解決方案 — 亞洲網上系統有限公司（「亞網」）

就金融交易軟件解決方案而言，亞網之主要客戶為從事於香港買賣金融產品
經紀業務的金融機構，尤其是B組及C組經紀機構以及本地銀行。亞網的現有
交易及結算系統用作促進金融機構處理其客戶買賣金融產品的流程，可涵蓋
交易及結算過程中由下達落盤指令、風險管理、合規至結算的整個交易周期。
除提供標準的軟件產品組合外，亞網亦向客戶提供系統訂製服務，以開發切合
客戶需要的功能。除銷售及租賃金融交易軟件解決方案，亞網亦從事提供相關
服務，包括硬件銷售、軟件保養、網絡支援及伺服器寄存服務。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此營運業務分部產生收益約30,955,000

港元（二零一二年：約33,627,000港元）。

亞網重視研究及開發（「研發」），對本集團之業務發展及競爭力而言至關重要。
亞網之研發團隊集中於以下兩個範疇：(i)升級現有產品；及 (ii)開發新產品。

(i) 升級現有系統

前台證券交易系統

亞網因應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規定交易平台的改
變，已推出移管項目，以改良前台證券交易系統。亞網已開始升級 (i)與香
港交易所的交易介面，由開放式網關連接器（「開放式網關連接器」）轉為領
航星中央交易網關（「領航星中央交易網關」）；及 (ii)市場數據介面，香港交
易所將於二零一四年第二季度移管該介面。自二零一二年第四季度，亞網
已與香港交易所展開持續開發測試。目前，亞網之前台證券交易系統已於
二零一四年二月成功通過香港交易所之領航星中央交易網關驗證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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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台期貨交易系統

亞網因應香港交易所規定交易平台的改變，已推出移管項目，以升級前台
期貨交易系統。亞網於二零一三年第二季度開始升級與香港期貨交易所
有限公司（「期交所」）的交易介面，由網絡網關連接器（「網絡網關連接器」）
轉為中央網關連接器（「中央網關連接器」），香港交易所已於二零一三年第
四季度移管該介面。亞網於二零一三年第三季度開始檢討市場數據介面的
規格，香港交易所將於二零一四年第二季度移管該介面。亞網於二零一三
年第四季度開始改良市場數據介面，並預期於二零一四年第二季度完成。
亞網之升級前台期貨交易系統已成功通過Genium INET平台驗證測試，並
向其所有期貨客戶推出該系統。

(ii) 開發新產品

作為香港金融交易軟件解決方案主要供應商之一，亞網致力藉擴展產品
組合及改善現有產品之開發，進一步發展其金融交易軟件解決方案業務
及擴展市場份額。為達成該等目標，本集團投放資源，開發新產品。

買賣期貨專用之流動應用程式

鑑於平板電腦及流動裝置日益普及、功能漸多、易攜便捷，亞網於年內開
發兩款新產品，以協助亞網業務進軍流動市場。

買賣期貨的Android版平板電腦應用程式已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底推出。
供散戶買賣期貨的Android版流動應用程式正進行最後測試及微調程序，
而該項新產品計劃於二零一四年第二季推出。

程式交易系統

年內，亞網投放更多人力資源及努力，開發程式交易系統，藉此加入更多
功能及達致更高效率。亞網預期將於來年完成程式交易系統之系統開發
工作，並推出程式交易系統的套利及做市商部分，其主要集中於期交所交
易指數期貨及指數期權產品。

落盤指令管理系統

年內，亞網對落盤指令管理系統進行硬件及網絡基建規劃以及獲取要求，
並預期將於來年進行落盤指令管理系統的系統開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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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妥善切合客戶需要及進一步拓展亞網之市場版圖，亞網於二零一四年
三月組織營銷活動，向C組經紀推廣金融軟件即服務 (FSaaS)（透過結合雲端
運算科技，為券商提供高速而可靠之電子金融交易運作模式）。此外，為配
合香港交易所引入領航星中央交易網關，亞網將為證券經紀提供升級組
合，以更新其交易系統。

業務多元發展

為擴展本集團收益來源，本集團積極尋求涉及其核心業務及金融行業之新商
機。於二零一三年第四季度，本集團成立握手網有限公司（「握手網」），進軍交
易配對及轉介服務。

握手網為本集團全資附屬公司，其網上平台主要從事將各行各業之潛在投資
交易連接至潛在投資者，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佔本集團之
收益2,2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無）。

於成立握手網後，本集團收購中國橋金融網有限公司，該公司主要於中國從事
交易物色。該收購事項進一步擴展及增強本集團之交易配對及轉介服務。

本集團業務多向分展不但擴闊本集團收入來源，亦可促進本集團擴大客戶基
礎，創造新商機。

財務回顧

收益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收益約33,155,000港元（二
零一二年：約 33,627,000港元），較上個財政年度下跌約472,000港元或1.40%。

銷售硬件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銷售硬件產生之收益較上個財政年
度減少約570,000港元或39.50%至約874,000港元（二零一二年：約1,444,000港元），
原因為客戶有意延遲其硬件升級日期，直至香港交易所即將轉換新交易平台
（即領航星中央交易網關，將於二零一四年第二季推出）後的某日期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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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軟件系統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銷售軟件系統產生之收益約達4,930,000

港 元（二 零 一 二 年：約 5,624,000港 元），較 上 個 財 政 年 度 減 少 約 694,000港 元 或
12.33%。跌幅乃由於來自未完工合約確認之收益較上一個財政年度減少。

系統訂製及網絡支援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系統訂製及網絡支援產生之收益約
達3,052,000港元（二零一二年：約4,314,000港元），減少約1,262,000港元或29.24%。
有關跌幅主要源於客戶有意延遲其訂製要求，直至香港交易所即將轉換新交
易平台後的某日期為止（見上文「銷售硬件」一段所述）所致。

軟件保養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軟件保養產生之收益較上個財政年
度同期增加約1,527,000港元或19.76%至約9,253,000港元（二零一二年：約7,726,000

港元），此乃主要由於訂購亞網保養服務的客戶數目增加所致。

軟件特許權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軟件特許權之收益減少約1,296,000港
元或10.30%至約11,29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約12,586,000港元）。跌幅主要源於
去年之個別事項，即根據貴金屬交易系統 #向金銀業貿易場（「金銀業貿易場」）
會員授出之使用者牌照數目，確認與亞網向金銀業貿易場收取的月費有關的
金銀業貿易場協定的剩餘牌照費，總額約為1,044,000港元。

# 貴金屬交易系統為金銀業貿易場會員所安裝及使用的一套電子系統，透過金銀業貿易場
的電子交易平台買賣貴金屬產品。

伺服器寄存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伺服器收益較上一個財政年度下跌
約270,000港元或 16.03%至約 1,415,000港元（二零一二年：約 1,685,000港元）。該跌
幅主要由於若干客戶停止訂購伺服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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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介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自新轉介業務（於年內第四季
才展開）錄得轉介收入 2,2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零）。

毛利及毛利率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毛利約為 23,912,000港元，較上個財
政年度增加約5.68%（二零一二年：約22,626,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毛利率約為72.12%（二零一二年：約67.29%），較上一個財政年
度的毛利率增加約4.83%。毛利率增加主要由於新設轉介業務所產生的轉介收
入及年內就開發新產品（已資本化為無形資產）而重新分配若干直接員工至研
發團隊所產生的直接員工成本下跌的共同影響所致。

行政開支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行政開支約為 14,634,000港元
（二零一二年：約9,364,000港元），較上個財政年度增加約5,270,000港元或56.27%。
行政開支增加乃主要因以下各項之綜合影響所致：(i)年內作出之一次性企業
捐款，金額為650,000港元；(ii)就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六日於聯交所創
業板上市（「上市」）及其後產生之市場推廣開支，金額約為781,000港元；及 (iii)行
政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較上個財政年度增加約3,545,000港元所致，而行政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增加之原因為上市後新增五名人手，包括獨立非執行
董事、首席財務官及財務總監，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成立新轉介業務分部後新
增四名人手，及年內撥備酌情花紅約 1,003,000港元（二零一二年：零）。

年內（虧損）╱溢利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虧損約為571,000港元（二零
一二年︰年度溢利約11,219,000港元）。本集團之溢利淨額較上個財政年度減少
約11,790,000港元，主要由於下列各項的綜合影響所致︰(i)年內產生的上市開支
約8,063,000港元（二零一二年：789,000港元）；及 (ii)如上文「行政開支」一段所闡
述，行政開支增加約 5,270,000港元。相關因素對本集團的業務營運概無任何即
時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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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現金及銀行結餘約 48,190,000港元
（二零一二年：約19,519,000港元），流動資產淨值約為 44,875,000港元（二零一二
年：約11,378,000港元）。流動比率（以流動資產總值除以流動負債總額計算）約為
4.55倍（二零一二年：約1.86倍）。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界定為借款總額除以
資產總值計算）為零（二零一二年：零）。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未償還銀行借款（二零一二年：
無）。

外匯風險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業務活動主要以港元計值。
董事認為本集團並無承受任何重大外幣匯率風險。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或然負債（二零一二年：無）。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資本承擔（二零一二年：
無）。

本集團之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資產抵押（二零一二年：
無）。

有關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之重大收購及出售

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七日，本集團收購一富投資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中國
橋金融網有限公司之全部股本權益，現金代價為1,500,000港元。

重大投資

除上文「有關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之重大收購及出售」一段披露者外，本集團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持有任何重大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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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架構

自本公司股份在聯交所創業板上市日期（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六日）（「上市日
期」）起及直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本公司資本架構並無任何
重大不利變動。本公司之資本僅包括普通股。

報告期後事項

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九日與兩名獨立第三方簽訂股東協議，聯合投資高
雄泰國際有限公司，該公司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合營公司」）。同日，合
營公司與獨立第三方簽訂買賣協議。據此，合營公司同意收購於香港註冊成立
之有限公司鼎成證券有限公司全數已發行股本，代價為16,040,000港元，可接價
下調。本集團向合營公司注資總額為4,861,530港元，將持有合營公司30%已發行
股本。於本業績公佈日期，上述收購並未完成。有關交易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
為二零一四年一月九日之公佈。

由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一日起，黎偉豪先生辭任執行董事、本公司合規委員會
成員及技術總監。有關辭任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一
日之公佈。

由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九日起，Lawrence Tang先生獲委任為執行董事及本公司
合規委員會成員。有關委任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九
日之公佈。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十八日，董事會建議將本公司股本中每一 (1)股每股面值0.01

港元之已發行及未發行普通股（「股份」）拆細為十 (10)股每股面值0.001港元之拆
細股份（「拆細股份」）（「股份拆細」）。股份拆細須待（其中包括）本公司股東於本公
司股東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批准後，方告落實。董事會建議待及於股份
拆細生效後，每手買賣單位將由2,500股股份更改為5,000股拆細股份。載有股份
拆細更多詳情連同股東特別大會通告之通函將於切實可行情況下儘快寄發予
本公司股東。有關建議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三月十八日之公
佈。

重大投資及資本資產之未來計劃

除上文「報告期後事項」一段披露之投資及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九月十八日之招
股章程（「招股章程」）「業務目標及策略」一節所述之計劃收購一間資訊科技公司
外，本集團並無關於來年之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之具體計劃。然而，倘來年出
現任何投資機會，本集團將準備可行性研究及於有利本集團及其股東整體利
益時預備實行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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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發末期股息（二零
一二年：3,600,000港元）。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約有48名僱員（二零一二年︰40名）。本
集團繼續透過向僱員提供足夠定期培訓，維持及提升僱員的工作能力。本集團
向僱員提供之薪酬乃主要基於業內慣例以及個人表現及經驗釐定。除一般薪
酬外，本集團亦會參考本集團的表現及僱員的個人表現向合資格僱員授出酌
情花紅及購股權。

展望

展望將來，本集團對業界前景及本集團日後的發展感到樂觀，並預期於來年保
持穩定的增長勢頭。

本集團核心業務分部亞網致力透過豐富金融交易軟件解決方案的產品組合，
改良現有產品及擴闊客戶基礎，整合其市場定位，維持競爭力。

產品開發方面，亞網將繼續致力研發，為迎合變化多端的市場需求改良及開發
產品。為支持該發展策略，亞網已就程式交易系統及落盤指令管理系統，制定
具體發展計劃。與此同時，亞網將加強市場營銷，向現有及潛在客戶推廣新產
品。其中，亞網將向C組經紀提供具成本效益的一站式解決方案，進一步增加
市場份額。此外，亞網將提供升級組合，讓證券經紀更新其交易系統，以配合
香港交易所引入的領航星中央交易網關。

就業務發展而言，本集團認為電子商貿或行動商貿（「行動商貿）」是中華人民共
和國（「中國」）市場的高潛力業務。根據畢馬威中國近期發佈的一份報告，由於
社交媒體平台、數碼支付平台及行動裝置越見普及，預測平均年增長率為32%，
中國定會成為全球最大的電子商貿或行動商貿市場。目前，中國是全球人口最
多的國家，約有13億人口，故觀望為全球最大的互聯網及智能手機應用程式市
場。行動裝置應用的增長趨勢與中國電子商貿或行動商貿市場的預測一致，將
於未來兩年內翻五倍。本集團相信，憑藉本集團實力雄厚的資訊科技背景，本
集團有信心進軍與核心業務相關之電子商貿或行動商貿業務。本集團將積極
尋求有關商機，促進擴大本集團收入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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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藉本集團現有資源及專業知識，本集團來年將更專注於轉介業務分部。此
外，本集團將積極物色高質素的業務項目，藉以令本集團各個業務分部達致協
同及可持續增長，長遠而言為股東爭取最大回報。本集團將致力於二零一四年
財政年度取得盈利。

配售所得款項用途

下表載列本集團由最後可行日期（定義見招股章程）直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動用所得款項淨額之明細︰

所得款項淨額之用途

如招股章程
所述之計劃

金額

截至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計劃動用
之金額

截至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實際動用
之金額

於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的結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透過開發新產品及改善現有產品
加強產品發展 12,265 (2,490) (101) 12,164

擴大客戶基礎 2,500 (500) (500) 2,000

可能收購一間資訊科技公司 13,000 – – 13,000

營運資金 830 (830) (830) –    

總計 28,595 (3,820) (1,431) 27,164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就透過開發新產品及改善現有產品加強產
品發展已動用之實際金額較計劃金額少約2,389,000港元，主要由於未能物色及
聘請足夠合適人士以開發新及現有產品。

未動用之所得款項淨額已按照董事之意向（於招股章程披露）存放於香港持牌
銀行，作為計息存款。於本公佈日期，董事並不預期所得款項之使用計劃會出
現任何變動。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除招股章程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自本公司股份於二零一三年九
月二十六日在聯交所創業板上市以來，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
證券。

競爭權益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概無董事、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及主要股東擁
有與本集團業務構成或可能構成間接或直接競爭的業務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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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行為守則，其嚴謹程度不遜於創業板上市
規則第5.48至5.67條所載之規定交易準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
董事已於期間內遵守規定交易準則及本公司所採納之董事進行證券交易行為
守則。

企業管治常規

於期間內，本公司已遵從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15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
治守則」），惟下文所述之偏離除外。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責應予區分，並不
應由同一人兼任。於期間內，主席職責由陳錫強先生履行，惟本公司行政總裁
一職仍然懸空。然而，董事會將持續不時檢討董事會現有架構，倘成功物色擁
有適合知識、技能及經驗之人選，本公司將適時委任有關人士擔任行政總裁一
職。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十日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並根據企業管
治守則第C.3.3及C.3.7段訂立書面職權範圍，其可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查閱。
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其中包括）審閱及監察本集團財務報告過程及內部
監控系統。審核委員會主席為戴文軒先生，其他成員包括李筠翎女士及袁紹槐
先生，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審閱業績公佈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已經審核委
員會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初步業績公佈中
所列數字已獲本集團核數師國衛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同意，且與本集團該
年度的草擬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數字核對一致。國衛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就
此執行的工作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聘
用準則或香港核證聘用準則而進行的核證聘用，因此國衛會計師事務所有限
公司並無對初步公佈發出任何核證。

承董事會命
匯財軟件公司

主席
陳錫強先生

香港，二零一四年三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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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李海港先生及Lawrence Tang先生，非
執行董事兼主席陳錫強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李筠翎女士、戴文軒先生及
袁紹槐先生。

本公佈將由刊登之日起在聯交所創業板網址www.hkgem.com之「最新公司公告」
網頁至少保存七日及於本公司網址www.finsoftcorp.com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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