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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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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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X Global Technology Limited
百富環球科技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327）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

業績
營業額 451,441 267,698 69%
毛利 154,946 108,950 42%
EBITDA 77,988 59,892 30%
經營溢利 76,426 58,662 30%
純利 67,239 50,173 34%

每股數據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之每股盈利
－基本（港元） 0.065 0.068
－攤薄（港元） 0.065 0.068

財務比率
毛利率 34.3% 40.7%
EBITDA利潤率 17.3% 22.4%
經營溢利率 16.9% 21.9%
純利率 14.9% 18.7%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

主要資產負債表項目
流動資產總額 1,729,159 1,493,935 16%
資產總額 1,740,183 1,505,360 16%
流動資產淨值 1,459,178 1,275,686 14%
權益總額 1,470,202 1,287,111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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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富環球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
期業績，連同二零一零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中期簡明綜合損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4 451,441 267,698

銷售成本 6 (296,495) (158,748)
  

毛利 154,946 108,950

其他收入 4 7,742 4,317

銷售開支 6 (48,540) (29,094)

行政費用 6 (37,722) (25,511)
  

經營溢利╱除所得稅前溢利 76,426 58,662

所得稅開支 8 (9,187) (8,489)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67,239 50,173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之每股盈利
－基本（港元） 10(a) 0.065 0.068

  

－攤薄（港元） 10(b) 0.065 0.068
  



– 3 –

中期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 67,239 50,173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產生之匯兌差額 11,007 5,729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78,246 55,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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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未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792 11,194

租賃土地 232 231
  

非流動資產總值 11,024 11,425
  

流動資產
存貨 226,942 148,520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11 431,459 269,042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6,856 7,001

受限制現金 12,072 2,84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51,830 1,066,526
  

流動資產總值 1,729,159 1,493,935
  

資產總值 1,740,183 1,505,360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103,773 100,000

儲備 1,366,429 1,187,111
  

權益總額 1,470,202 1,28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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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負債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2 199,089 143,033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款項 48,664 55,735

應付稅項 22,228 19,481
  

流動負債及負債總額 269,981 218,249
  

權益及負債總額 1,740,183 1,505,360
  

流動資產淨值 1,459,178 1,275,68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470,202 1,28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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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未經審核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儲備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外匯儲備 保留盈利 總計 權益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之結餘 100,000 1,129,204 (414,978) 36,854 436,031 1,187,111 1,287,111
       

全面收益
期內溢利 – – – – 67,239 67,239 67,239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產生之
匯兌差額 – – – 11,007 – 11,007 11,007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11,007 67,239 78,246 78,246
       

與擁有人之交易
根據全球發售超額配發股份 3,773 101,072 – – – 101,072 104,845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之結餘 103,773 1,230,276 (414,978) 47,861 503,270 1,366,429 1,470,202
       

未經審核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儲備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外匯儲備 保留盈利 總計 權益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之結餘 – – 113,125 19,328 290,608 423,061 423,061
       

全面收益
期內溢利 – – – – 50,173 50,173 50,173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產生之
匯兌差額 – – – 5,729 – 5,729 5,729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5,729 50,173 55,902 55,902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之結餘 – – 113,125 25,057 340,781 478,963 478,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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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現金流轉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出淨額 (113,623) (49,513)
  

投資活動產生╱（所用）現金淨額 653 (2,516)
  

融資活動產生現金淨額 95,619 85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減少淨額 (17,351) (51,17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匯兌收益 2,655 5,546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66,526 242,380
  

期終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51,830 196,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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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百富環球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為一間在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其註冊辦
事處地址為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八日，本公司刊發招股章程及按每股 2.88港元之發售價（「發售價」）
全球發售319,200,000股普通股股份（「全球發售」）。全球發售完成後，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二十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上市」）。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從事開發及銷售電子
支付（「POS」）產品及提供相關服務（統稱「POS終端機解決方案業務」）。

除另有所指外，此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以千港元（「千港元」）為單位呈列。

此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二日批准刊發。

此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未經審核。

2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

此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應與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
一併閱讀，該年度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

3 會計政策

除下述者外，所採納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
所用者貫徹一致，有關政策載於該等年度財務報表內。

為進一步瞭解本集團財務表現而言，必需之特殊項目已於財務資料內分開披露及闡釋。
基於其性質或數額重大，該等項目為獨立呈列之重要收支項目。

中期期間就收益應繳之稅項乃使用預期年度盈利總額適用之稅率累計。

(a) 本集團採納之經修訂準則

下列準則修訂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止財政年度首次強制採用。

• 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之修訂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
始年度期間生效，當中強調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之現行披露原則，並加入額
外指引，以展示如何應用此等原則，其中重點強調重大事項及交易之披露原
則。額外規定包括披露公平值計算方法之變動（如屬重大），及將最近期年報之
相關資料更新之需要。會計政策變動僅影響額外披露資料。



– 9 –

(b) 於二零一一年生效但與本集團無關之現行準則修訂及詮釋

•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關連人士披露」（經修訂）於二零一一年一月或之後開始
年度期間生效，當中引進與政府相關實體及政府進行交易獲豁免遵守香港會
計準則第24號所有披露規定，另釐清及簡化關連人士之定義。此項準則現時
不適用於本集團，原因為本集團並無任何屬於政府相關實體之關連人士。

•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供股分類」之修訂於二零一一年二月一日或之後開始年
度期間生效，由於本集團並無進行供股，故此項準則現時不適用於本集團。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14號「最低資金要求之預付款項」之
修訂於二零一一年一月或之後開始年度期間生效。由於本集團並無最低資金
要求，故此項準則現時不適用於本集團。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9 號，「以股本工具抵銷金融負債」於
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年度期間生效。由於本集團現時並無抵銷金
融負債及以股本工具取而代之，故此項準則現時不適用於本集團。

• 香港會計師公會於二零一零年五月頒布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三次改進（二零
一零年），除上文所披露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之修訂，及澄清
容許按項目在附註內呈列其他全面收益部分之分析外，所有改進現時均不適
用於本集團。所有改進於二零一一財政年度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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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營業額及其他收入

本集團主要從事銷售POS產品及提供相關服務。於有關期間已確認的營業額及其他收入
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銷售電子支付產品 444,959 261,312

提供電子支付服務 6,482 6,386
  

451,441 267,698
  

其他收入
利息收入 1,660 369

退還增值稅（附註 (i)) 5,902 3,401

其他 180 547
  

7,742 4,317
  

459,183 272,015
  

附註 (i) 該金額指本集團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銷售自身開發軟件產品而享有退還
增值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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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類資料

管理層審閱本集團內部報告以評估表現並分配資源。管理層根據由董事會所審閱用以作
出策略決定的內部報告而釐定業務分類。本集團主要從事POS終端機解決方案業務，管
理層認為本集團經營單一業務分類。

本集團主要於香港、中國（不包括香港、澳門及台灣）及美利堅合眾國（「美國」）經營業務。
管理層從地域角度按產生營業額的位置評估本集團的表現。.

管理層根據分類經營溢利╱（虧損）的計量評估經營分類的表現。

於期內本集團按經營分類劃分的營業額及業績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國
（香港、
澳門及

台灣除外） 香港 美國 抵銷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外部客戶的營業額 288,243 161,282 1,916 – 451,441
分類間營業額 116,692 249 – (116,941) –

     

總營業額 404,935 161,531 1,916 (116,941) 451,441
     

分類除利息、稅項、折舊及
攤銷前盈利（「EBITDA」） 58,824 26,871 (7,568) (139) 77,988

折舊 (1,281) (19) (259) – (1,559)
攤銷 (3) – – – (3)

     

分類經營溢利╱（虧損）╱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57,540 26,852 (7,827) (139) 76,426

 

所得稅開支 (9,187)
 

期內溢利 67,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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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國
（香港、
澳門及

台灣除外） 香港 美國 抵銷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外部客戶的營業額 213,345 52,587 1,766 – 267,698

分類間營業額 29,229 3,036 – (32,265) –
     

總營業額 242,574 55,623 1,766 (32,265) 267,698
     

分類EBITDA 49,988 17,551 (7,230) (417) 59,892

折舊 (1,025) (13) (189) – (1,227)

攤銷 (3) – – – (3)
     

分類經營溢利╱（虧損）╱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48,960 17,538 (7,419) (417) 58,662

所得稅開支 (8,489)
 

期內溢利 50,173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的分類資產及負債以及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非流動資產的添置如下：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中國
（香港、
澳門及

台灣除外） 香港 美國 抵銷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資產 777,524 2,042,949 6,432 (1,086,722) 1,740,183
     

分類負債 224,022 99,312 40,113 (93,466) 269,981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國
（香港、
澳門及

台灣除外） 香港 美國 抵銷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的添置 993 14 – – 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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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分類資產及負債以及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非流動資產的添置如下：

經審核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中國
（香港、
澳門及

台灣除外） 香港 美國 抵銷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資產 678,637 1,857,919 7,958 (1,039,154) 1,505,360
     

分類負債 187,201 40,971 33,812 (43,735) 218,249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國
（香港、
澳門及

台灣除外） 香港 美國 抵銷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的添置 1,912 19 954 – 2,885
     

分類EBITDA指扣除融資成本、所得稅開支、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以及租賃土地攤銷前
的經營溢利。分類資產主要包括物業、廠房及設備、租賃土地、存貨、應收賬款及應收票
據、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受限制現金以及銀行及手上現金。分類負債主要包括應付賬
款、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及應付稅項。

非流動資產添置包括對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添置。

呈報予合併實體董事之外部人士營業額採用與綜合收益表一致的方法計量。

本集團主要以香港、中國及美國為註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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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按性質劃分的開支

計入銷售成本、銷售開支及行政開支的開支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核數師酬金 818 32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559 1,227

租賃土地攤銷 3 3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附註7） 35,091 25,351

售出存貨成本 283,433 152,929

樓宇的經營租賃租金 3,416 2,057

研發成本 18,467 12,82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 – 284

應收賬款減值撥備 – 374
  

7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工資及薪金 31,393 22,963

社會保障及退休金成本 3,698 2,388
  

35,091 25,351
  

8 所得稅開支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所得稅
－中國企業所得稅 6,978 6,763

－香港利得稅 4,810 3,000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2,601) (1,274)
  

所得稅開支 9,187 8,489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香港利得稅根據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截
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6.5%）作出撥備。

海外溢利的稅項根據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估計應課稅溢利按本集團經
營所在國家適用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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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富計算機技術（深圳）有限公司（「百富計算機深圳」）位於深圳經濟特區。根據自二零零
八年一月一日起生效之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百富計算機深圳繳納所得
稅的稅率將由二零零八年的 18%以五年過渡期逐漸增加至二零一二年的 25%，優惠稅率
適用者除外。根據企業所得稅法，百富計算機深圳於二零零九年屬於高新技術企業，自
二零零九年起三年期間合資格享有15%的優惠稅率。因此，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一一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百富計算機深圳的適用企業所得稅率為15%。

Pax Technology, Inc.（本公司位於美國的一間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錄得淨虧損，並無任何應課稅溢利（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9 股息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並無派付或宣派任何普通股股息（截至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上六個月：無）。

10 每股盈利

(a) 基本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溢
利除以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由於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二月十五日註冊成立，並於二零一零財政年度完成重組
（「重組」）及上市，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使用的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乃假設分別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進行重組及資本化發行時發行的 250,000,000股及490,000,000股每股面值0.1港元之股
份，於本公司註冊成立之前已經發行。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千港元） 67,239 50,173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1,035,227 740,000
  

每股基本盈利（每股港元） 0.065 0.068
  

(b) 攤薄

每股攤薄盈利的計算方式為假設轉換所有具潛在攤薄效應的普通股以調整已發行
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本公司發行一類具潛在攤薄效應的普通股：超額配股權。就
超額配股權而言，為釐定可按公平值（按本公司股份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至超額
配股權行使日期止期間的平均市價釐定）購入的股份數目，已根據尚未行使超額配
股權所附帶的認購權貨幣價值作出計算，而計算所得股份數目會與假設超額配股
權獲行使而應已發行的股份數目作出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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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此乃
因轉換與尚未行使超額配股權有關之潛在普通股將會對每股基本盈利產生反攤薄
之影響。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此乃
因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潛在普通股。

11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未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附註 (a)） 364,718 215,535

減：應收賬款減值撥備 (1,878) (1,846)
  

應收賬款淨額 362,840 213,689

應收票據（附註 (b)） 68,619 55,353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431,459 269,042
  

(a) 應收賬款

本集團給予貿易債務人的信貸期由零至 180日不等。然而，經磋商後可按個別情況
向客戶授出超過180日的信貸期。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應收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以內 240,473 119,898

91至180日 48,836 44,268

181至365日 40,534 31,362

365日以上 34,875 20,007
  

364,718 215,535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應收賬款包括應收預扣金額44,012,000港元（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39,480,000港元），預扣期為三至五年，合同總數中約2%至5%乃授
予本公司若干中國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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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應收票據

該結餘指到期日為六個月以內的銀行承兌票據。

本集團應收票據的到期情況如下：

未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以內 21,422 24,443

91日至180日 47,197 30,910
  

68,619 55,353
  

12 應付賬款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付賬款的賬齡分析如
下：

未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以內 186,630 134,663

91日至180日 11,770 6,434

181日至365日 689 329

365日以上 – 1,607
  

199,089 143,033
  

本集團獲供應商授予的平均信貸期介乎零至18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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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之討論與分析

財務回顧

營業額

營業額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267.7百萬港元增加69%至截至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451.4百萬港元。本集團推行積極進取之推
廣宣傳活動及策略，令海外銷售急速增長，成果卓越，大大推動營業額上揚。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來自海外市場之營業額是截至二零一
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營業額的 3倍。

各類產品營業額

POS 終端機

密碼鍵盤

非接觸式讀卡設備

服務

其他

90%

4%

2%

20102011

2%
2%

86%

11%

1%
1%
1%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
    

POS 終端機 388,863 241,052 61%

密碼鍵盤 49,378 10,748 359%

非接觸式讀卡設備 4,143 4,620 (10%)

服務 6,482 6,386 2%

其他 2,575 4,892 (47%)
  

451,441 267,698 69%
  

POS終端機

銷售POS終端機的營業額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241.1百萬
港元增加61%至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388.9百萬港元。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海外銷售增加，從而大幅促進營業
額之增長。增長主要來自歐洲、中東和非洲（「EMEA」）以及拉丁美洲及獨聯體
（「LACIS」）地區之銷售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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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隨著銀行卡接受環境改善及銀行卡消費增加，POS終端機之需求（特別
來自中國主要的商業服務供應商及財務機構之需求）大幅增加。

密碼鍵盤

銷售密碼鍵盤的營業額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10.7百萬港
元增加359%至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49.4百萬港元。

由於本集團其中一個支援磁條讀寫器、IC卡讀寫器及額外內置非接觸式卡讀
寫器功能的產品型號的需求持續增長，帶動密碼鍵盤的銷售大幅增長。

非接觸式讀卡設備

銷售非接觸式讀卡設備的營業額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4.6

百萬港元減少10%至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4.1百萬港元。由於
其中一款能支援額外內置非接觸式讀卡設備功能之密碼鍵盤其內銷售大幅增
加，以致非接觸式讀卡設備之銷售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輕
微下跌。

服務

維護服務之收入主要來自香港。提供服務的營業額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的6.4百萬港元增加2%至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6.5

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營業額隨著POS終端機安裝
總量增加而逐步上升。

按地區營業額

中國市場

海外市場

80%

20%

20102011

64%

36%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

中國市場 288,243 213,345 35%

海外市場 163,198 54,353 200%
  

451,441 267,698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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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市場產生的營業額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213.3百萬港
元增加35%至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288.2百萬港元。由於銀行
卡消費增長，中國主要的商業服務供應商及財務機構持續擴大對POS終端機及
有關產品的投入，以爭取銀行卡支付行業之市場份額。

海外市場產生的營業額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54.4百萬港
元增加 200%至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163.2百萬港元。海外市
場產生的營業額佔總營業額之百分比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的20.3%增加至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36.2%。這主要是由於
EMEA以及LACIS地區的銷量上升所致。

本集團持續開拓國際市場至新市場包括：美洲的加拿大、多米尼加，歐洲的拉
脫維亞、格魯吉亞、烏茲別克斯坦、哈薩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中東的科威特、
土耳其以及亞太區的日本及新西蘭。

毛利率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毛利率為34.3%，而截至二零一零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則為 40.7％。本集團已採取策略性行動以鞏固在中國POS終
端機解決方案市場之領導地位。海外市場，本集團於新興市場推行積極進取之
推廣宣傳活動及策略，取得重大成果，期內，毛利率隨平均售價減少而下跌。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主要包括增值稅退稅及利息收入。其他收入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的4.3百萬港元增加79%至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的7.7百萬港元，主要反映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收取的增值
稅退稅增加。

銷售開支

銷售開支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29.1百萬港元增加67%至截
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48.5百萬港元，主要反映 (i)維護服務費用；
(ii)與工資及銷售人員數目增加相關的僱員福利開支；及 (iii)廣告及宣傳費用；
及 (iv)差旅費用增加。

行政費用

行政費用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25.5百萬港元增加48%至截
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37.7百萬港元，主要反映研發成本及企業
辦公室開支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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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利及純利率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期內應佔年度溢利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的50.2百萬港元增加 34%至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67.2百萬港
元。

純利率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18.7%減少至截至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14.9%。純利率下降主要由於毛利率減少，而減幅部分
被行政費用所佔收益百分比減少及實際稅率下調所抵銷。

前景

百富為中國POS終端方案市場的主要市場領導者之一。百富最大客戶包括中國
各大商業服務供應商及財務機構。我們亦成為中國移動的主要供應商之一。百
富自二零零零年成立以來便將自身定位為全球POS終端機解決方案供應商，隨
著我們不斷擴張業務範圍及提高本集團於主要國際市場的市場份額，我們的
POS產品已銷往超過60個國家和地區包括美國、新加坡、台灣、日本、南韓、新
西蘭、法國、芬蘭、沙地阿拉伯、南非及俄羅斯。

中國為全球增長最迅速經濟體之一，蘊含巨大商機。POS終端機普及率相對於
發達國家明顯較低、銀行卡支付交易強勁增長以及消費者逐漸形成使用銀行卡
消費的習慣，為中國POS終端機解決方案行業的發展提供了一個堅實的基礎。
由於中國政府持續推動國內電子支付基礎設施現代化，隨電子支付普及率提
高預期可進一步帶動POS終端機解決方案產品於中國的需求。

處身於中國電子支付業的增長浪潮中，百富將持續尋求新的業務機遇和收入
來源。我們亦作好準備，捉緊中國第三方支付等新市場增長的機遇。

隨著全球市場持續整合，成熟及新興市場對POS終端機的需求將為百富提供許
多商機。通過多年來的持續開拓，百富已經在很多重要市場積累了完善的銷售
及分銷渠道，全面覆蓋主要市場，更在中東、新西蘭、北歐、日本及美加取得了
重要的突破，為百富在這些市場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管理層有信心海外
銷售可於未來保持迅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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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百富將專注於若干個主要領域，包括 (i)透過持續開發滿足客戶需求
的創新產品維持及提升於中國的領先地位；(ii)進一步提升研發能力；(iii)擴大
及優化我們的銷售及售後服務網絡以及在主要國際市場擴大業務範圍及增加
我們之市場份額；及 (iv)物色潛在合併和收購機遇。

我們相信，憑藉我們於中國POS終端機解決方案市場的領先地位，我們將可抓
緊該市場的急速發展，加上全球市場出現的極大機遇，這將為我們的日後發展
打下堅實的基礎，引領我們向目標—「成為全球市場的領軍者之一」進一步邁
進。

流動性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現金及短期銀行存款 1,051.8百萬港元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66.5百萬港元）。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本集團錄得流動資產淨值1,459.2百萬港元，而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
1,275.7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用於經營活動的現金
淨額為113.6百萬港元，而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金額為49.5百
萬港元。

資本架構及抵押詳情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借貸（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無）。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約72.3百萬港元、847.7百萬港元、130.8百萬
港元及0.9百萬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29.0百萬港元、746.7百萬港
元、89.8百萬港元及1.0百萬港元）之現金結餘分別以人民幣、港元、美元及歐元
計值。

重大投資

除本公佈披露外，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並無持有任何重大投資。

附屬公司的重大收購及出售

除本公佈披露外，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進行任何重大
的附屬公司收購或出售。

所得款項用途

本公司自全球發售籌得的所得款項淨額約為 805.9百萬港元。全球發售所得款
項淨額擬於二零一一至二零一三年三年內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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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所得款項淨額的計劃用途及已動用金額如下：

首次公開發售
所得款項淨額

計劃金額 已動用金額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加大研發投入 322.4 19.8

擴大分銷網絡 120.8 8.4

潛在併購 282.1 –

一般營運資金 80.6 80.6
  

805.9 108.8
  

所得款項淨額的餘下部份已存入香港銀行。

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營業額、採購及開支主要以人民幣、港元及美元計值。大部分資產及
負債以人民幣、港元及美元計值，並無重大資產及負債以其他貨幣計值。目前，
本集團並無訂立外匯交換協議或購買衍生工具以對沖本集團的外匯風險。港
元或人民幣匯率的重大波動或會影響本集團的經營業績。

由於港元與美元掛鈎，且以美元計值的交易主要由採用相同功能貨幣的實體
進行，故管理層認為與美元有關的外匯風險並不重大。人民幣兌港元的匯率須
遵守中國政府頒佈的外匯管制的規則及規例。本集團會密切監察匯率變動，以
管理外滙風險。

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人力資源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擁有 452名僱員。下表載列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根據職能劃分的各類僱員數目：

管理層 11

銷售及售後服務以及市場推廣 157

研發 226

質檢 13

行政及人力資源 13

會計 12

生產、採購及存貨控制 20
 

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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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確保其薪酬安排全面及具吸引力。僱員的酬金為每月固定收入加年度
表現花紅。本集團亦會資助僱員參加符合本集團業務需要的外部培訓課程。

免責聲明：

非公認會計原則指標

若干非公認會計原則指標乃用於評估本集團的表現，例如包括EBITDA。但該等非公認會計原
則指標並非香港公認會計原則所明確認可的指標，故未必可與其他公司的同類指標作比較，
因此，該等非公認會計原則指標不應視作經營收入（作為本集團業務指標）的替補或經營活動
現金流量（作為衡量流動資金）的替補。提供非公認會計原則指標純綷為加強對本集團現時財
務表現的整體理解，此外由於本集團以往曾向投資者報告若干採用非公認會計原則計算的業
績，因此本集團認為包括非公認會計原則指標可為本集團的財務報表提供一致性。

股本

(a) 本公司的法定及已發行股本

普通股數目

每股面值
0.1港元之
普通股

千股 千港元

法定

於註冊成立日期二零一零年二月十五日 – –

初始法定股本 1,000 100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1,000 100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及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2,000,000 2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註冊成立日期二零一零年二月十五日及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 –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1,000,000 100,000

就全球發售的超額配股權發行股份 37,728 3,773
  

1,037,728 103,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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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超額配股權

就全球發售而言，本公司向全球發售的國際包銷商（「國際包銷商」）授出超
額配股權（「超額配股權」），可由全球發售的全球協調人或其代理人（代表
國際包銷商）於本公司上市日期起至遞交公開發售及優先發售申請表格截
止日期起計第30日（包括該日）止期間行使。根據超額配股權，全球協調人
或其代理人有權要求本公司額外配發及發行最多合共 47,880,000 股本公司
新股份，合共相當於全球發售項下初步可供認購發售股份的15%，並按發
售價發行該等股份。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十二日，超額配股權獲部分行使，而本公司以發售價每
股2.88港元發行合共37,728,000股額外股份。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一月十七
日收取有關超額配股權之所得款項總額 108,657,000港元。於扣除股份發行
成本3,812,000港元後，發行價超過普通股面值之差額乃計入股份溢價。餘
下尚未行使之超額配股權已於二零一一年一月十三日到期。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贖回其任何股份。於截至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或出售
任何本公司股份。

董事的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 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

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一直符合標準守則。

本公司亦已制定有關可能取得本公司未公佈股價敏感資料之僱員進行證券交
易之書面指引，該等指引與上市規則附錄 10所載條款相同。

企業管治

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乃以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
則（「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當中原則（「原
則」）及守則條文（「守則條文」）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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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在制定其企業管治常規時已
應用原則，並一直遵守全部守則條文。

本公司定期檢討其組織架構，確保業務運作符合企業管治守則之準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葉偉明先生、吳敏博士及文國權先生組成。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討論內部監控
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與董事審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
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

董事於競爭業務之權益

概無任何本公司董事於任何與本集團構成競爭之業務中持有任何權益。

退休金計劃

於香港營運之附屬公司須參與本集團或本公司根據香港強制性公積金條例成
立之定額供款退休計劃。根據該計劃，僱員須按月薪5%作出供款，上限為1,000

港元，而彼等可選擇作出額外供款。僱主每月供款按僱員月薪5%計算，上限為
1,000港元（「強制性供款」）。僱員年屆65歲退休或身故或喪失工作能力時，享有
全部僱主之強制性供款。

此外，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政府法規規定，本集團須按中國僱員該年
薪金約7%至20%，向若干退休福利計劃作出供款。當地市政府承擔向本集團該
類僱員支付退休福利之責任。

足夠公眾持股量

根據本公司現有公開資料及就董事所知，董事確認，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維持上市規則規定之公眾持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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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業績公佈及中期報告書

二零一一年中期業績公佈登載在本公司網頁www.paxglobal.com.hk 及香港聯交所
網頁www.hkexnews.hk 上。二零一一年中期報告書將於適當時候在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網頁及本公司網頁上登載，並寄發予所有股東。

上文所載二零一一年中期財務資料並不構成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之法定財務報表，但資料則節錄自將載於本公司二零一一年中期
報告書內之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
中期財務報表。

承董事會命
執行董事
李文晉

香港，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分別為聶國明先生、蔣洪春先
生及李文晉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葉偉明先生、吳敏博士及文國權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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