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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告全
部或任何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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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CG HOLDINGS LIMITED
宏霸數碼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香港聯交所：802；倫敦交易所（AIM）：RCG）

截至2009年12月31日止年度
初步業績公告

宏霸數碼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告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統稱「宏霸數碼」或「本集團」）截至2009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經審核
綜合業績，連同截至2008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2009年12月31日止年度
  2009年  2008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6 2,450,162  2,002,353
銷售成本  (1,203,423 ) (943,731 )    

毛利 6 1,246,739  1,058,622
其他經營收入  2,202  19,334
銷售及分銷成本  (198,137 ) (96,851 )
行政開支  (400,056 ) (362,494 )    

經營溢利 7 650,748  618,611
財務成本 8 (5,875 ) (5,235 )    

除稅前溢利  644,873  613,376
所得稅抵免╱（開支） 9 46  (2,274 )    

年度溢利  644,919  611,102    

應佔：
 本公司所有者  636,048  622,268
 非控制性權益  8,871  (11,166 )    

  644,919  611,102    

本公司所有者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港仙） 10 252.4  268.5
－攤薄（港仙） 10 251.3  267.5    

建議每股末期股息 11 －  0.165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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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入表
截至2009年12月31日止年度

 2009年  2008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度溢利 644,919  611,102    

年內其他全面收入
 （經稅項及重新分類之調整）：
 於外國附屬公司投資之
  匯兌差額 50,969  (68,735 )    

 50,969  (68,735 )    

年內全面收入總額 695,888  542,367    

應佔：
 本公司所有者 687,017  553,533
 非控制性權益 8,871  (11,166 )    

 695,888  542,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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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2009年12月31日

  2009年  2008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06,467  187,736
 預付租賃付款  17,726  17,791
 商譽  175,120  173,570
 無形資產  1,301,651  1,275,689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135,000  －    

  1,835,964  1,654,786    

流動資產
 預付租賃付款  185  183
 存貨  524,119  294,034
 貿易應收款項 12 801,827  500,281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754,694  407,277
 銀行存款及手頭現金  312,146  320,319    

  2,392,971  1,522,094
分類為持作出售的資產  11,735  －    

  2,404,706  1,522,094    

總資產  4,240,670  3,176,880    

權益
本公司所有者
 股本  2,736  2,323
 儲備  3,699,001  2,679,008    

  3,701,737  2,681,331
非控制性權益  181,616  199,770    

總權益  3,883,353  2,88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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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  2008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負債
非流動負債
 計息借貸  49,660  －
 融資租賃責任  174  649
 遞延稅項負債  1,545  4,897    

  51,379  5,546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3 79,983  73,493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18,080  24,468
 應付稅項  1,831  637
 計息借貸  205,568  191,034
 融資租賃責任  476  601    

  305,938  290,233    

總負債  357,317  295,779    

總權益及負債  4,240,670  3,176,880    

流動資產淨值  2,098,768  1,231,86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934,732  2,886,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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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2009年12月31日止年度

 2009年  2008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除稅前溢利 644,873  613,376
 無形資產攤銷 144,093  96,369
 預付租賃付款攤銷 218  185
 折舊 29,703  26,82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167  253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開支 －  6,535
 出售附屬公司的收益 －  (28 )
 陳舊存貨撥備 1,675  1,191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虧損 25,980  1,808
 銀行利息收入 (1,558 ) (18,805 )
 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 1,229  79
 計息借貸及銀行透支的利息開支 5,042  4,023    

 營運資金變動前的經營現金流量 851,422  731,810

 存貨增加 (231,760 ) (150,280 )
 貿易應收款項增加 (327,526 ) (84,904 )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增加 (139,984 ) (170,597 )
 貿易應付款項增加 6,490  41,423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減少）╱增加 (7,491 ) 13,490    

 經營產生的現金 151,151  380,942

 已收銀行利息收入 1,558  18,805
 已付所得稅 (2,065 ) (4,273 )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 150,644  395,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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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  2008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60,949 ) (56,709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已收按金 1,103  －
 收購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已付按金 (140,000 ) －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已付按金 (67,433 ) －
 無形資產投資 (171,025 ) (102,145 )
 收購一家附屬公司已付現金淨額 －  (614,823 )
 收購一家附屬公司的額外股份已付現金淨額 －  (27,753 )
 出售附屬公司所得款項 －  1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 367  －    

投資活動所用的現金淨額 (437,937 ) (801,412 )    

融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就計息借貸及銀行透支已付的利息開支 (5,042 ) (4,023 )
 已收計息借貸 260,748  191,034
 已償還計息借貸 (196,554 ) (32,312 )
 收購庫存股份 －  (5,649 )
 少數股東出資 5,536  －
 發行新股份的成本 (4,862 ) －
 行使購股權所得款項 9,451  －
 配售股份所得款項 193,800  －
 開始融資租賃責任所得款項 －  484
 融資租賃責任還款 (600 ) (667 )
 已付股息 (32,561 ) (19,207 )    

融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 229,916  129,660    

年度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的減少淨額 (57,377 ) (276,278 )    

年初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320,319  651,290
外滙滙率變動的影響 49,204  (54,693 )    

年終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312,146  320,319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餘分析：
銀行存款及手頭現金 312,146  32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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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法基準編製。

2. 合規聲明

財務報表已根據由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此外，財務報表
已包括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規定之適用
披露。

3. 採用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採用下列由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之已生效修訂及詮釋（「新訂國
際財務報告準則」）。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的呈列
國際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
國際會計準則第32號及國際
 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可沽售金融工具及清算時產生的責任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修改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及國際
 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本）

對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或聯營公司的投資
成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歸屬條件及註銷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部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披露—改進有關金融工具的披露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13 客戶忠誠計劃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15 房地產建設協議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16 外國業務淨投資的對沖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財務報表的呈列 禁止於權益變動表內呈列收入及開支項目
（即「非所有者之權益變動」），並規定「非所有者之權益變動」須與所有者之權益變動分開
呈列。所有「非所有者之權益變動」須於業績報表中呈列。

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本）對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或聯營公司的投資成本 刪除了
對來自收購前溢利的股息應確認為被投資實體的投資賬面數額減少，而不應確認為收入
的規定。因此，自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應收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和共同控制實體的所
有股息（不論來自收購前還是收購溢利）均確認在本公司的損益賬內，而被投資實體的投
資賬面數額不會減少，除非因被投資實體宣派股息，以致賬面數額經評估後出現減值。
在此等情況下，除在損益賬中確認股息收入之外，公司還將認減值虧損。根據該項準則
修訂中的過渡性規定，這項新政策將應用於本期間或未來期間的應收股息，以往期間則
並無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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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修改 包括多項對一系列國際財務報告準
則之輕微及非迫切性修訂。該等修訂對本集團的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歸屬條件及註銷 闡明歸屬條件僅指服務條件及表現條
件。以股份為基礎的支付的其他特徵並非歸屬條件。該等特徵須計入與僱員及其他提供
類似股務的人士訂立的交易於授出當日的公平值內，亦即該等特徵不會對授出日期後預
期歸屬的獎勵數目或估值構成影響。所有註銷（不論由實體或其他人士作出）均須按相同
的會計處理方法入賬。修訂後的準則對本集團的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 取代了國際會計準則第14號分部報告。該項新準則規
定採用「管理方法」將分部資料內部報告所使用的相同基準呈列。此等財務報表已遵照新
規定編製。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金融工具：披露—改進有關金融工具的披露 增加了對公
平值計量的披露要求並對流動資金風險的披露作出修改。該項修訂規定以三層架構披露
公平值計量，並要求就分類為架構中最底層的該等工具作出若干具體定量性披露。有關
披露將有助改善實體間就公平值計量的影響的可比較性。此外，該項修訂闡揚並提高對
流動資金的現有披露規定（主要是規定就衍生及非衍生金融負債分別進行獨立流動資金
風險分析），亦規定就財務資產進行到期分析，以取得所需資料了解流動資金風險的性
質及內容。本集團將於其截至2009年12月31日止財務報表作出額外的相關披露。

由於國際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訂）借貸成本 的修訂及詮釋與本集團已採用的政策保持一
致，故該項準則對本集團的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國際會計準則第32號及國際會計準
則第1號（修訂本）可沽售金融工具及清算時產生的責任、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
13客戶忠誠計劃、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15房地產建設協議及 國際財務報告詮
釋委員會—詮釋16外國業務淨投資的對沖 均於本會計期間生效，惟與本集團的經營業務
無關。

4. 會計政策變動

自2009年1月1日起，本集團於編製綜合財務報表時採納加權平均法，以就存貨之成本入
賬。以往，成本是根據「先進先出」基準按採購成本計算。由於本公司董事認為會計政策
變動可為財務報表之讀者提供更可予比較、可靠及相關之資料，故本集團已採用加權平
均成本公式。本公司董事估計，會計政策變動不會對本集團於2009年12月31日之存貨及
於上一會計期間所報告之金額產生重大影響。因此，並無將國際會計準則第8號會計政
策、會計估計變動及錯誤 所要求作出之上一年度調整載入綜合財務報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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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已頒佈但未生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並無提前採用下列已頒佈但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

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個別的財務報表 1

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合資格對沖項目 1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1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17 分派非現金資產予擁有人 1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18 自客戶轉撥資產 1

1 對2009年7月1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倘收購日期於2009年7月1日或以後開始之首個年度申報期間開始時或以後，國際財務報
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業務合併 可能影響有關業務合併之會計處理。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
（經修訂）綜合及個別的財務報表 將影響母公司於附屬公司的擁有權變動之會計處理。本
公司董事預期，採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概不會對本集團的業績及財務
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6.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主要管理層被確認為主要經營決策者。此主要管理層審閱本集團之內部報告以評估表現
及分配資源。主要管理層已根據該等報告釐定經營分部。

主要管理層從業務及地區角度考慮業務。從業務方面，主要管理層評估消費者、企業、
解決方案、項目及服務業務分部之表現。

－ 消費類產品分部主要集中於為最終用戶提供住宅及個人保安產品。此分部的產品
包括FxGuard Windows Logon、BioMirage Coffer以及 iTrain software；

－ 企業應用產品業務分部中的產品主要是商用生物識別產品，例如 i-系列及 s-系列生
物識別特徵指紋鑑定傳感器及RFID讀卡器，用作門禁控制、出席時間記錄、訪客管
理及保安應用；m-系列利用生物識別特徵指紋鑑定技術之門鎖，以及K-系列利用容
貌識別技術、指紋鑑定技術、密碼及RFID技術的多制式保安裝置；及

－ 解決方案、項目及服務分部運用本集團內部研發軟件及硬件的能力，以及因應需要
使用旗下和第三方產品，為最終用戶定製系統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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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管理層根據對毛利之計量評估業務分部之表現。下表呈列本集團各業務分部的營業
額及分部業績：

消費者 企業
解決方案、
項目及服務 未分配 總計

2009年 2008年 2009年 2008年 2009年 2008年 2009年 2008年 2009年 2008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對外銷售 807,064 835,579 975,593 824,123 667,505 342,651 － － 2,450,162 2,002,353

分部業績 365,066 357,216 500,527 469,803 381,146 231,603 － － 1,246,739 1,058,622

未分配其他經營收入 2,202 19,334 2,202 19,334
未分配開支 (598,193) (459,345) (598,193) (459,345)
財務成本 (5,875) (5,235) (5,875) (5,235)

除稅前溢利 644,873 613,376 644,873 613,376
所得稅抵免╱（開支） 46 (2,274) 46 (2,274)

年度溢利 644,919 611,102 644,919 611,102

本集團於三個主要地區－東南亞、大中華區及中東經營業務。下表按地區分析本集團的
營業額及分部業績，不論貨品及服務的來源地：

營業額 分部業績
2009年 2008年 2009年 2008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東南亞 1,321,231 1,111,555 605,196 561,471

大中華區 663,494 431,957 417,375 248,877

中東 455,884 429,644 219,642 232,473

其他 9,553 29,197 4,526 15,801

2,450,162 2,002,353 1,246,739 1,058,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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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經營活動溢利

經營溢利已扣除下列開支：

2009年 2008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
－擁有資產 29,101 26,241

－融資租賃下持有資產 602 583

29,703 26,824

已售存貨成本 1,203,423 943,731

預付租賃付款攤銷 218 185

無形資產攤銷 144,093 96,369

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 1,229 79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167 253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虧損 25,980 1,808

陳舊存貨撥備 1,675 1,191

滙兌虧損 13,256 20,248

核數師酬金 3,693 2,053

研究及開發開支 2,509 15,305

物業之經營租賃租金 18,619 19,037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薪酬 113,058 111,535

8. 財務成本

2009年 2008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收費 833 1,212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的計息借貸及銀行透支利息 5,042 4,023

5,875 5,235

9. 所得稅抵免╱（開支）

2009年 2008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當期稅項：
－香港 － －
－馬來西亞 3,063 1,547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之稅項 196 8

3,259 1,555

遞延稅項 (3,305) 719

(46) 2,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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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每股盈利

本年度的每股基本盈利以本公司所有者應佔本集團溢利636,048,000港元（2008年：622,268,000

港元）以及年度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252,004,941股（2008年：231,750,225股）計算。

呈列每股攤薄盈利，是由於購股權於各自的歸屬期後行使。本年度的每股攤薄盈利以本
公司所有者應佔本集團溢利636,048,000港元（2008年：622,268,000港元）以及年度用作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253,094,099股（2008年：232,623,157股）計算。

11. 股息

本公司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2009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2008年：每股0.165港元）。

12. 貿易應收款項

本集團

2009年 2008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217,302 149,074

31至60日 218,711 156,454

61至90日 181,726 131,061

91至180日 160,797 66,143

180日以上 44,816 －

823,352 502,732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虧損 (21,525) (2,451)

801,827 500,281

貿易應收款項一般信貸期為30至180日。

13. 貿易應付款項

本集團

2009年 2008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29,483 52,267

31至60日 43,159 12,434

61至90日 2,928 3,018

90日以上 4,413 5,774

79,983 73,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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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

本人欣然公佈截至2009年12月31日止年度業績，本年度亦是本集團成立十週年
誌慶，宏霸數碼首十年的歷史見證了很多挑戰和成就，本集團亦獲得了豐盛的
成果。

2009年奠下了宏霸數碼企業發展的重要里程碑。宏霸數碼的股份於2009年2月
10日正式於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本人欣意公佈我們已達到原定的目標，提高
股份流通量、讓建基亞洲的投資者參與我們的發展並提高我們的估值。

2009年對很多企業而言，包括宏霸數碼，都是極具挑戰性的一年。全球經濟
由於金融市場持續混亂而繼續動盪不定，全球經濟放緩、信貸收緊及國際貿
易下降，對不少企業而言都是艱難時期。全球對抗經濟下滑影響的策略不一， 
一些政府提出刺激經濟方案發展經濟；美國聯儲局決定提高給予銀行緊急貸
款的利率；中國政府則開始計劃廢除地方政府就貸款提供的所有擔保。由於全
球經濟方向缺乏任何明確的指標，董事會對本集團政策會繼續採取審慎小心
的態度，直至對宏霸數碼經營的市場的復甦時間和性質更為確定。

面對不穩定的經濟局勢，本人欣意公佈宏霸數碼受惠於政府（尤其是東南亞、
大中華區及中東地區）的刺激經濟方案，透過專注發展某些在較不受金融危機
影響的地區得到政府刺激經濟方案支持的垂直行業，本集團的收入有所改善，
加上業界對生物識別及RFID的展望顯示良好的發展和預期上升的收入，進一
步確定宏霸數碼具有良好的條件持續發展。

隨著宏霸數碼的營運總部於2009年8月移至馬來西亞，本集團繼續監察成本控
制措施，為經濟不明朗背景下的下一階段發展作好準備。

2010年2月，香港原訟法庭對牽涉宏霸數碼兩位最大股東Veron International Limited
（「Veron」）及The Offshore Group Holdings Limited（「Offshore」）實益擁有人陳振聰先生
的訴訟案作出判決。陳振聰先生已提出上訴，遺囑訴訟案預計將會繼續。

2010年2月，為進一步加強董事會的獨立性，提高公司持續發展的策略管理和
企業管治，董事會委任了新董事及對董事重新任命。我們區分了主席及行政總
裁的職位，並對董事會成員作出其他變動。前任副首席執行官拿督Lee Boon Han
獲委任為本公司首席執行官。董事會將繼續致力改善其企業管治、獨立性及對
股東的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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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宏霸數碼會繼續開展新的商機，推出具商業前景和潛力的創新產品
及解決方案以提高本集團收入的可見性。宏霸數碼會繼續其擴展計劃，同時探
索本集團可善用本身競爭優勢的新收入來源。宏霸數碼亦會積極研究董事會
認為具有重大商業價值的物聯網 (「IOT」)、機器對機器 (「M2M」)及保安業等最新
發展。

本人謹藉此機會感謝本公司股東、客戶、業務夥伴、各位董事及各位僱員不斷
對宏霸數碼鼎力支持，並期望各位在未來日子能繼續支持宏霸數碼。

主席
朱偉民

2010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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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執行官報告

本人欣然提呈獲委任為本公司首席執行官後的首份首席執行官報告。

截至2009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業績表現出宏霸數碼如何在全球金融危機下持
續增長。本集團截至2009年12月31日止年度收入為2,450.2百萬港元，較2008年同
期的2,002.4百萬港元上升22.4%。儘管貿易環境充滿挑戰，截至2009年12月31日
止年度毛利率為50.9%，較2008年同期的52.9%輕微下跌。截至2009年12月31日止
年度稅息折舊及攤銷前盈利為823.9百萬港元，較2008年同期的740.8百萬港元上
升11.2%。截至2009年12月31日止年度除稅前溢利（未計攤銷費用）為789.2百萬港
元，較2008年同期的709.7百萬港元上升11.2%。

宏霸數碼的收入和盈利能力上升是由於實施了因應全球金融危機帶來的挑戰
而制訂的策略。本集團繼續把重心放在比較不受經濟危機影響的地區，以此機
會鞏固宏霸數碼的基礎，於東南亞、大中華及中東地區進一步打造和擴展其品
牌。本集團加強與跨國公司及政府委任的承包商的聯繫，並獲得重大合約，為
政府部門提供我們的產品及服務。除此以外，憑著優秀的技術能力，本集團成
功帶給業界創新獨特的解決方案，為本集團產生忠誠客戶和先驅者的優勢，走
在業界和市場走勢的前端。更重要的是，本集團的營運總部移至馬來西亞的宏
霸數碼大樓，能繼續成功實行嚴謹的成本控制。

2009年4月8日，本集團收購A-1 Development Inc.（「A-1」）的少數股權，該公司獨家為
一個基地設於中國的在線內容供應商及娛樂平台提供技術及業務程序外判及
顧問服務。A-1亦與本集團簽訂一項特許權協議，訂購本集團的FxGuard Windows 
Logon及Virtual Storage Workgroup software。本集團持續接獲A-1的訂單，為本集團
的消費類產品分部帶來正面貢獻。於此報告公佈日期，本集團接獲訂單，A-1已
履行於本集團收購時簽訂之特許權協議所承諾訂單的三分之一。對A-1的策略
性投資實與本集團擴展於中國龐大的網上娛樂市場的發展策略一致。

本集團收購了股權的兩家公司Vast Base及Chance Best與本集團完全融合，亦令本
集團在RFID防偽門票、醫療及網上娛樂保安方面獲得額外的業務。中國和東南
亞的文化、娛樂和體育行業的發展帶動門票業務的發展，近年用以防偽的RFID
技術被活動主辦機構及觀眾廣泛使用、確立和接受。業界的發展對本集團提
供了有利的營商環境，令本集團擴充銷售，獲得透過Vast Base及Chance Best提供
RFID門票管理系統的合約。同樣地，中國對較高質素之醫療系統和自動化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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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增加，亦有利本集團透過Vast Base提供我們的RFID醫療管理系統。Vast Base的
供應商已與宏霸數碼簽訂協議，保證Vast Base被本集團收購後首兩年的盈利。
本集團欣然公佈Vast Base於十八個月內已達到要求的首兩年盈利保證，比預期
提早了六個月。

本集團在其解決方案、項目及服務分部中尋找潛在的發展機會，尤其是得到政
府應付經濟危機的刺激經濟方案支持的部分。本集團相應地推出一系列的新
產品和解決方案，支持該分部的擴展，宏霸數碼則繼續獲得重要機構及政府部
門的合約。宏霸集團專營的RFID資訊科技資產及數據安全管理解決方案成功
在中國建設銀行實施，被一本具領導地位的RFID刊物指為開創同類產品在全
球金融服務界的先河。宏霸數碼亦推出其他自行開發的解決方案，並隨即爭取
到合約，包括於港鐵公司實施RFID文件管理系統、與馬來西亞教育部的M2M
護衛巡邏監控解決方案合約及一系列與保安相關的解決方案合約，包括泰國
資訊通訊部、馬來西亞國家註冊部、馬來西亞環境部、馬來西亞內政事務部、
中國科學技術館、尼日利亞行為守則局、尼日利亞房屋管理局、烏姆蓋萬警察
局及阿曼人力部。

於2009年10月8日，本集團完成20,000,000股股份配售，相當於本公司當時已發
行股本約7.31%。所得款項淨額189百萬港元現用於本集團擴展至政府部門的項
目、本集團的研究開發及將業務拓展至東南亞、中東及中國市場的潛在計劃。

隨著本集團擴展，我們持續獲得業界的肯定和獎項，包括《福布斯》雜誌亞洲版
「市值10億美元以下的200家最佳亞洲中小型企業」、德勤快速科技500亞太2009、
《經濟一週香港傑出企業2009》及被納入摩根士丹利資本投資 (MSCI)小型股香港
指數。本公司喜獲A&S top 50保安公司評為全球第11大保安公司及亞洲第5大保
安公司，此乃備受全球尊重的A&S雜誌的年度排行榜。根據公司排名，宏霸數
碼為全球 第2大以及亞洲最大的生物識別公司。宏霸數碼最近於RFIDinfo網站
2009年度中國RFID行業排名上亦獲得很高的名次，包括「RFIDinfo企業大姆指」
第二名、於中國工商銀行及中國建設銀行成功實施的「宏霸數碼RCG數據中心
管理解決方案（銀行應用）」被列為「最先鋒應用」類別第一名、「宏霸數碼RFID
數據中心管理解決方案」於「RFID產品之最」類別被列為第五名。宏霸數碼亦獲
RFIDworld（作為中國有關RFID重要平台的主要網站）納為其中一間中國射頻技
術行業中最具影響力的境外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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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獲委任後一直在為本集團制訂一個中程計劃，特別根據本集團之營運及資
源分配，以最有效的方法促進本集團的擴展計劃。該項計劃亦包括透過合併、
收購、內部自然擴展至保安相關業務、股息政策及現金流動管理，籌劃及創造
新的收入來源和業務方向。

雖然宏霸數碼可見提早從持續全球金融危機回復的跡象，尤其是受惠於全球
政府的刺激經濟方案，但本集團對前面經濟復甦的可持續性和速度仍是保持
審慎的態度。考慮到貿易前景和我們的發展策略，董事會認為保留現金予本集
團的擴展計劃及發展乃符合股東的最大利益，因此董事會並不建議派發截至
2009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縱使全球經濟發展情況不明朗，惟本集團
對本身於2010年的貿易前景仍抱持審慎樂觀的態度，而2009年底新增的政府合
同對營運資金的影響情況將會持續。

本人希望謹此向前任首席執行官朱偉民致謝。沒有其努力不懈和奉獻，宏霸數
碼不會有今天的成就。感激其給予本人信任和機會領導如此優秀的公司，本人
期望與全體員工為本集團的持續發展攜手努力。

拿督Lee Boon Han
首席執行官

2010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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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2009年8月17日，本集團正式搬遷至坐落馬來西亞的新建總部大樓 -宏霸數碼
大樓。在完成內部裝修及內部設施的佈置後，本集團的新總部現已投入運作。
遷址至宏霸數碼大樓的目的是幫助本集團透過集合後勤及營運支援功能於一
體，達到長期節約成本的重大效益，及支援東南亞及中東地區業務擴展。本集
團欣然匯報遷址已逐漸如預期達到節約成本。

2009年，本集團在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下面對史無前例的波動。然而，本集團仍
表現出營運實力。透過審慎投資、盡責經營業務，本集團繼續達到優秀的銷售
表現，在其經營地區維持領導市場的地位。

儘管經濟環境困難，本集團仍推出各種創新的產品及更有力的解決方案，以求
讓不同行業顧客都感到滿意，例如銀行業、物流及運輸、醫療、娛樂及政府部
門。2009年，本集團更獲得多項重大合約，例如為中國建設銀行及中國工商銀
行提供銀行解決方案、為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提供RFID文件管理系統、為馬來西
亞國家註冊部及馬來西亞天然資源和環境部提供監控保安系統、為馬來西亞
教育部提供護衛巡邏監控解決方案。

截至2009年12月31日止年度內，本集團營業額增加至2,450.2百萬港元，比去年
上升22.4%。截至2009年12月31日止年度除稅前溢利為644.9百萬港元，較2008年
增加5.1%。此外，宏霸數碼喜獲國際組織頒授獎項，以表揚本集團的活動及成
就，其中包括德勤快速科技500亞太、《福布斯》雜誌亞洲版「市值10億美元以下
的200家最佳亞洲中小型企業」、經濟一周香港傑出企業2009。

業務分部表現

本集團的業務專注於生物識別及RFID，並分為三大分部：「消費類產品」、「企業
應用產品」及「解決方案、項目及服務」。本集團的產品結合生物識別技術，亦經
常結合RFID特質。宏霸數碼的產品大多可應用於超過一個業務分部。

消費類產品分部主要集中於為最終用戶提供住宅及個人保安產品。此分部的
產品包括FxGuard WindowsLogon、BioMirage Coffer以及 iTrain 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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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企業應用產品業務分部中的產品主要是商用生物識別產品，例如 i-系列
及 s-系列生物識別特徵指紋鑑定傳感器及RFID讀卡器，用作門禁控制、出席時
間記錄、訪客管理及保安應用；m-系列利用生物識別特徵指紋鑑定技術之門
鎖，以及K-系列利用容貌識別技術、指紋鑑定技術、密碼及RFID技術的多制式
保安裝置。

除了生物識別及RFID相關產品，宏霸數碼更運用本集團內部開發軟件及硬件的
能力，以及因應需要使用旗下和第三方產品，為最終用戶定製系統解決方案。
解決方案、項目及服務分部大多用於企業管理及消費者保安方面。本集團專注
於高增長行業，例如銀行業、物流及運輸、娛樂、醫療及政府項目解決方案。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業務分部 2009年 2008年 按年增長

百萬港元 % 百萬港元 % %

消費類產品 807.1 32.9 835.6 41.7 (3.4)
企業應用產品 975.6 39.8 824.1 41.2 18.4
解決方案、項目及服務 667.5 27.3 342.7 17.1 94.8

總收入 2,450.2 100.0 2,002.4 100.0 22.4

由於經濟危機，消費類產品分部的收入（除FxGuard Windows Logon外）輕微下跌，
令2009年度整體產品銷售下跌。FxGuard Windows Logon是一種專門為電腦設計的
最新容貌識別軟件，電腦登錄毋須使用密碼。此項產品佔本集團截至2009年12
月31日止年度營業額的14.1%，而FxGuard Windows Logon於2009年度的營業額比
2008年增加106.8%。

企業應用產品分部的收入上升乃由於現有產品的銷售有所增長及成功推出新
的產品。由於本集團擴充其分銷網絡及繼續為該等產品進行營銷活動，現有產
品的銷售因而上升。本集團於2009年上半年推出多類新產品，包括R-系列RFID
解讀器、XL 1000及EL 1000工業控制器，為該分部提供正面貢獻。於2009年，該
等新產品已佔企業應用產品分部的整體銷售約7.0%。對於企業分部達到18.4%
的按年銷售增長貢獻最多的其他企業應用產品為 s-系列。s-系列的銷售比2008
年增加40.5%，由208.4百萬港元增加至292.7百萬港元。

解決方案、項目及服務分部的收入上升乃由於透過Chance Best及Vast Base銷售
RFID門票防偽及管理系統解決方案計劃以及醫院管理解決方案。本集團專注
於高增長行業，例如醫療、門票管理系統、防偽解決方案、物流、銀行解決方案
及主題公園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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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表現

本集團於吉隆坡、北京、深圳、香港、澳門、曼谷及杜拜均設有區域辦事處，並
在世界各地包括美國、新加坡、印尼、越南、印度、澳洲及尼日利亞都擁有特約
分銷商。在中東，本集團的分銷網絡遍及約旦、科威特、黎巴嫩、卡塔爾、阿曼
及阿聯酋，銷售活動由本集團旗下的銷售團隊及通過第三方分銷商進行。本集
團的大部分收入均來自東南亞、中東及中國地區。於回顧期間，本集團全球約
有1,800家分銷商及交易商。

按地區顯示的收入分析表列如下：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地區分部 2009年 2008年 按年增長

百萬港元 % 百萬港元 % %

東南亞 1,321.2 53.9 1,111.6 55.5 18.9
大中華區 663.5 27.1 432.0 21.6 53.6
中東 455.9 18.6 429.6 21.5 6.1
其他 9.6 0.4 29.2 1.4 (67.1)

總收入 2,450.2 100.0 2,002.4 100.0 22.4

東南亞地區收入比2008年上升18.9%。消費類產品分部下跌21.3%，企業應用產
品及解決方案、項目及服務分部均間接受惠於當地政府為對抗全球經濟放緩
而實行的多項刺激經濟方案。

中國的企業應用產品分部下跌16.3%，中國的消費類產品及解決方案、項目及
服務分部均較2008年有所改善，消費類產品分部增長119.3%，解決方案、項目
及服務分部增長48.0%。消費類產品分部增長主要受A-1特許權安排所帶動，而
企業應用產品及解決方案、項目及服務分部均間接受惠於中國政府為刺激基
建發展及內部消費而推行的人民幣4萬億元刺激經濟方案。

2009年中東的銷售較2008年輕微增長6.1%，其中以企業應用產品分部表現尤為
突出，有20.0%的增長。這歸因於宏霸數碼的中東銷售業務擴展本集團業務至
區內其他具良好盈利的市場，例如約旦、卡塔爾及科威特。當地政府的刺激經
濟方案亦間接令到本集團的銷售受惠。雖然2009年中東的消費類產 品分部的
營業額比2008年下跌27.9%，但2009年解決方案、項目及服務分部比2008年增長
1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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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

誠如2009年4月8日所宣佈，本集團於2009年4月收購A-1 Development Inc.的15%股
本權益，總代價為135百萬港元，已以發行15百萬股本公司新股份之方式全數
支付。本集團視該A-1少數股權為策略性投資，使本集團未來有機會參與中國
網上遊戲行業的快速增長，而該行業於2008年已按年增長76.6%。此外，就提供
FxGuard Windows Logon及Virtual Storage Workgroup軟件而與A-1簽訂的特許權協議，
預期可於未來三個財政年度為本集團整體銷售帶來正面貢獻。

財務回顧

營業額

截至2009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收入淨額2,450.2百萬港元，相當於較
2008年2,002.4百萬港元增長22.4%。收入上升的原因是解決方案、項目及服務分
部收入大幅上升，該分部比2008年增長94.8%。

銷售成本

銷 售 成 本 由2008年 的943.8百 萬 港 元 上 升 至2009年 的1,203.4百 萬 港 元，升 幅 為
27.5%。有關升幅與本集團同期營業額升幅相稱。

毛利

2009年的毛利為1,246.8百萬港元，較2008年1,058.7百萬港元增長17.8%。本集團毛
利上升，是由於解決方案、項目及服務分部（尤其是RFID醫療解決方案及RFID
門票）的整體毛利增加。

其他經營收入

其他經營收入由2008年的19.3百萬港元下跌至2009年的2.2百萬港元，減幅為
88.6%，主要因為利息收入因利率下調而相應降低。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由2008年的362.5百萬港元上升至2009年的400.1百萬港元，升幅為10.4%。
有關升幅與本集團同期營運升幅相稱，亦是由於2009年無形資產攤銷144.1百萬
港元，而2008年則為96.4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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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及分銷成本

銷售及分銷成本由2008年的96.9百萬港元上升至2009年的198.1百萬港元，升幅
為104.4%，上升是因為中國的推廣及展覽成本令企業市場推廣成本增加。

財務成本

財務成本由2008年的5.2百萬港元上升至2009年的5.9百萬港元，而上升原因為增
加動用外部計息融資作營運資金用途。

除稅前溢利

2009年的除稅前溢利為644.9百萬港元，較2008年613.4百萬港元增長5.1%。

所得稅抵免╱（開支）

本集團於2009年錄得所得稅抵免0.046百萬港元，2008年錄得所得稅開支2.3百萬
港元。已確認的所得稅抵免主要原因是就有關未吸納的稅項虧損確認遞延稅
項資產。2008年實際稅率為0.4%，2009年為 -0.01%。

年度溢利

由於收入增加，成本結構穩定，年度溢利由2008年611.1百萬港元上升至2009年
644.9百萬港元，升幅為5.5%。

本公司所有者應佔溢利

本公司所有者應佔溢利由2008年的622.3百萬港元上升至2009年的636.0百萬港
元，升幅約2.2%，而佔本集團營業額百分比則由2008年的31.1%下跌至2009年的
25.9%。

非控制性權益應佔溢利

非控制性權益應佔溢利由2008年的11.2百萬港元虧損上升至2009年的8.9百萬港
元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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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2009年12月31日的財務狀況

流動資金及資本來源

本集團目前以其經營活動產生的銷售收入撥支其營運。本集團亦有來自利息
收入及收取賬款的現金流入，亦可在有需要時利用若干短期貿易融資融通。本
集團的銷售為本集團現金的主要來源，而現金的流入則取決於本集團收回款
項的能力。於2009年度，本集團相關的來源並無重大改變。

導致營運資金需求強勁，是由於政府項目合約和項目銷售增加，所需存貨儲備
和原材料也相應增加。貿易應收款項周轉日數由2008年82日增至2009年97日，
原因是本集團為尊貴客戶提供較長的信貸期，以在全球金融危機帶來的艱鉅
營商環境下留住客戶。

截至2009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產生的資本開支為232.0百萬港元（2008年：
158.9百萬港元），主要用於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研究及開發投資。

所示期間的資本開支表列如下：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09年 2008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60,949 56,709
研究及開發投資 171,025 102,145

231,974 158,854

本集團設有內部財務預算系統，確保若現金被承諾用作撥支重大開支時，仍然
有足夠現金流量維持本集團的日常運作及履行其所有合約責任。

儘管本集團一直維持充裕的流動資金，但是仍具備銀行融通以作應急之用。於
2009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貿易融資融通為33.8百萬港元，以位於馬來西亞的永
久業權土地及樓宇（持作銷售）及現金存款作抵押，有期貸款融資為56.5百萬港
元，以位於馬來西亞的物業作抵押，另有金額為226.2百萬港元的循環信貸融通
用作營運資金，以現金存款作抵押。

除已披露者外，於2009年12月31日並無其他資產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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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融資利率介乎4.26%至5.63%，以馬元計值，此融通以銀行承兌及信託收據
貸款形式作貿易用途。有期貸款融資利率為3.88%並同樣以馬元計值。循環信
貸融通利率為1.9%加香港銀行同業拆息，以英鎊計值，乃每月延續，以作營運
資金融資。

本集團於結算日的總借貸到期日表列如下：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09年 2008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205,568 191,034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49,660 －

總銀行借貸（有抵押） 255,228 191,034

本集團於2009年12月31日擁有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為312.1百萬港元，而於
2008年12月31日則為320.3百萬港元。

負債比率

根據本集團債務總額除以資本總額計算，本集團於2009年12月31日的負債比率
約為0.065x（2008年：0.067x）。255.9百萬港元的債務乃根據總借貸（包括短期銀行
貸款205.6百萬港元、融資責任的即期部分0.5百萬港元、長期銀行貸款49.6百萬
港元及長期融資責任0.2百萬港元）計算。總資本乃根據股東權益總額3,701.7百
萬港元加債務計算。

於2009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現金淨額狀況為56.2百萬港元（2008年：128.0百萬
港元），乃根據銀行存款減短期及長期銀行貸款和融資責任計算。

或然負債

於2009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無或然負債（2008年：無）。本公司為一家附屬公司
擔任擔保人以取得計息借貸，該等計息借貸於2009年12月31日約為85.3百萬港
元（2008年：31.4百萬港元）。

於2009年12月31日，於資產負債表確認的財務擔保合約賬面值約為437,000港元
（2008年：24,000港元）。有關財務擔保合約在綜合賬目時已經對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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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滙風險管理

本集團若干銀行結餘以英鎊、馬元、美元、迪拉姆及人民幣計值，全部均為相
關集團實體功能貨幣以外的貨幣，令本集團受到外滙風險影響。本集團並無就
此外滙風險以任何金融工具進行對沖。然而，本集團會監察外滙風險，並在有
需要時考慮對沖重大外滙風險。

人力資源

本集團極度重視員工培訓及發展，發揮僱員的最大潛能。薪酬待遇取決於工作
表現及本集團的業績，並考慮行業慣例及競爭市場情況。董事薪酬乃參考其於
本公司的職責及責任、本公司的薪酬標準及市況而釐定。亦根據工作表現及本
集團的業績授出購股權予合資格僱員。

除董事外，本集團於2009年12月31日有約320名僱員。該等僱員駐留於本集團
位於香港、北京、深圳、吉隆坡、曼谷及杜拜的辦事處。2009年員工成本總額為
113.1百萬港元，而2008年則為111.5百萬港元。

管理層展望

本集團將繼續開拓商機，推出具商業前景及潛力的嶄新產品及解決方案以提
高本集團收入可見性。本集團將繼續推進在華南和華中以及印尼的擴展計劃，
同時探索本集團可善用本身生物識別及RFID領域的競爭優勢的新垂直行業，
例如零售及教育行業。本集團亦將積極研究其認為具有重大商業價值及發展
潛力的物聯網及機器對機器之最新發展。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2009年12月31日止年度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
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新股配售

於2009年9月28日，本公司公佈向不少於六名獨立個人、機構或其他專業投資者
「竭盡所能」配售20,000,000股本公司的新普通股，每股配售價9.69港元，每股配
售股份淨價約為9.45港元。2009年9月28日（即簽訂配售協議當日）於香港聯交所
的每股收市價為9.95港元及於另類投資市場的每股收市價為85便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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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配售的其中一個原因為引入更多股份至市場及改善流通量。而配售的所
得款項淨額擬用於政府項目的潛在擴展、本集團的研究及開發以及本集團將
業務拓展至東南亞、中東及中國市場的潛在計劃。

全部20,000,000股配售股份已經配售，配售已於2009年10月8日完成。

股息

董事會維持審慎態度儲備現金以供業務運作及為其擴充提供資金，因此決定
截至2009年12月31日止年度將不會派發任何股息。

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本公司於2004年6月28日成立審核委員會，並遵照企業管治守則以書面列明其
職責範圍（於2009年2月2日作出修訂）。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李
茂銘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非執行董事拿督Seri Mohd Azumi將軍（退役）(2010
年2月11日由獨立非執行董事一職重新任命）及獨立非執行董事 Jonathan Michael 
Caplan御用大律師。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2009年 12月31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及截至
200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報表（包括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
例）。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截至2009年12月31日止年度，董事在就本集團的規模及性質的機構而言屬可行
的情況下，尋求遵守「聯合守則」。「聯合守則」為向英國上市公司發出的企業管
治指引的主要依據，載明良好管治的原則。此等原則涵蓋以下範圍：(i)董事；
(ii)董事薪酬；(iii)問責及審核；(iv)股東關係；及 (v)機構投資者。

配合本公司於2009年2月在香港聯交所上市，本公司已於2009年2月2日採納香
港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內載列的
守則條文，作為其額外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將於香港時間2010年5月7日下午4時正假座Lot 1, Jalan Teknologi 3/5, Taman 
Sains Selangor 1, Kota Damansara,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舉行股東週年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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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業績公告及年報

本公告將在本公司網站（www.rcg.tv）及香港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com.hk）刊
登。2009年年報亦將於適當時候在上述網站刊登。

承董事會命
宏霸數碼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朱偉民

香港，2010年3月25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下列董事組成：

執行董事
朱偉民、拿督Lee Boon Han、應勤民及張敬宗

非執行董事
拿督Seri Mohd Azumi將軍（退役）及周白瑾

獨立非執行董事
廖國邦、Jonathan Michael Caplan御用大律師，李茂銘及Pieter Lambert Diaz Wattime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