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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業績 千港元 千港元 +/(–)

收入 1,103,180 723,610 +52%

毛利 391,702 291,870 +34%

EBITDA 210,596 175,121 +20%

經營溢利 207,463 172,508 +20%

年內溢利 181,795 145,423 +25%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

每股盈利
－基本（港元） 0.175 0.194 -10%

－攤薄（港元） 0.175 0.194 -10%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主要資產負債表項目 千港元 千港元 +/(–)

資產總額 2,006,038 1,505,360 +33%

負債總額 404,884 218,249 +86%

權益總額 1,601,154 1,287,111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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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富環球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統稱「本集團」或「百富環球」）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
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比較數字。全年
業績已經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閱。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本集團為一家POS終端機解決方案供應商，主要從事開發及銷售POS產品及提
供相關服務（統稱「POS終端機解決方案業務」）。本集團為中國POS終端機解決
方案市場的領先供應商之一及國際上其中一個最為活躍的參與者。本集團的
POS終端機解決方案銷往海外逾60個國家及地區，包括美國、加拿大、新加坡、
台灣、香港、日本、新西蘭、法國、芬蘭、沙特阿拉伯、南非、巴西及俄羅斯。目
前，本集團於全球各地有超過 30個分銷商和合作夥伴。

市場概覽

近年來行業內活躍的合併和收購活動，為百富環球在成熟和新興市場提供巨
大的商機。經多年的努力，百富環球的全球市場份額持續錄得可觀增長。中國
仍然是本集團的主要收入來源。與此同時，海外市場（非中國大陸市場）對集團
營業額的貢獻與日俱增，所佔總營業額百分比從二零零八年的14%增加至二零
一一年的32%。預期海外市場對總營業額的貢獻，在來年還會繼續增加，這奠
定了我們邁向全球領先POS終端機解決方案供應商之一的基礎。

中國市場

銀行卡受理環境的改善及卡支付交易的增長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的資料，截至二零一一年年底，中國聯網銀行卡商戶超過
2.87百萬戶（二零一零年：2.18百萬戶），聯網EFT-POS終端機至二零一一年底增
至超越4.39百萬台（二零一零年：3.33百萬台）。時至今日，中國EFT-POS終端機的
滲透率仍然相對偏低，行業還有巨大的增長空間。中國消費者很多已習慣了使
用銀行卡結賬消費。於二零一一年第三季度止，國內合共已發行了28.1億張銀
行卡，較二零一零年底增長了16%，於二零一一年第三季度止人均大約持有2.04

張銀行卡。以銀行卡消費付款的習慣和受理範圍已順利推廣至醫療、教育、運
輸和電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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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廣泛的行業應用

日常普遍的行業應用如油站、電訊營運商和商戶推出的會員卡和預付卡與多
功能卡如社保卡、市民卡（帶小額支付功能）將帶動POS終端機的需求。以社保
卡為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重申其計劃在5年內陸續在社保卡內加入其他
功能如儲值，並且預期在「十二五規劃」期間發出 8億張社保卡。日常的廣泛行
業應用將進一步推動POS終端機在中國的需求。

正在崛起的第三方支付服務供應商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國內共有101家持牌第三方支付服務供應商，
標誌著此領域在金融行業的重要性已獲肯定。於此營運模式平台下，預計第三
方電子支付將會是一種創新的金融解決方案，其應用逐漸從電子商務領域延
伸到傳統商務範疇，由線上向線下滲透，這些持牌的第三方支付服務供應商，
將推動支付行業的進一步發展和帶動POS終端機的需求。

海外市場

海外市場和活躍的行業併購帶來的巨大商機

百富環球是中國少數持有PCI、EMV1級和 2級認證的POS終端機解決方案供應
商，並獲得了TQM、PayPass和PayWave卡認證。根據The Nilson Report，本集團自二
零零七年以來位居全球排名前10位POS終端機解決方案供應商之一。擁有國際
認證、良好的信譽和客戶的信任，使本集團有能力捕捉龐大的海外市場份額和
來自行業的活躍併購所帶來的巨大商機。

NFC支付部署大步前進

從商戶大量安裝連接POS終端機的非接觸讀卡器可見，支付行業最新趨勢為近
距離無線通訊（「NFC」）技術被大量應用。而其中一個技術應用的例子是谷歌錢
包。它將消費者的信用卡信息儲存在一個虛擬的錢包內，然後具有NFC功能的
終端設備能夠讀取相應數據並完成交易。歐洲多國、中國和印度已經使用或正
在測試使用NFC支付系統於公共交通工具或票務系統。此新技術的應用將推動
NFC兼容設備的需求，而本集團的主流產品，大多兼容N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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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V遷移帶來的巨大商遇

大多數歐洲國家、香港、新加坡、俄羅斯和大多數拉丁美洲國家已經完成了EMV

遷移。新西蘭和澳大利亞正在進行EMV遷移。最近，Visa和MasterCard已宣佈政
策，鼓勵在美國廣泛部署符合EMV標準的卡和POS終端機。美國絕大部份現有
非符合EMV標準的POS終端機必須在二零一七年前換上符合EMV標準的POS終
端機。除了正常的替換需求外，EMV的遷移在未來幾年在美國將會對符合EMV

標準的POS終端機產生巨大的需求。其他國家如日本和其他獨聯體國家在可見
的未來也可能推行EMV遷移。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主要財務數據摘錄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

收入 1,103,180 723,610 +52%

毛利 391,702 291,870 +34%

其他收入 41,712 27,390 +52%

銷售開支 (124,100) (74,371) +67%

行政費用 (101,851) (72,381) +41%

經營溢利 207,463 172,508 +20%

所得稅開支 (25,668) (27,085) -5%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年度溢利 181,795 145,423 +25%

EBITDA 210,596 175,121 +20%

研發開支（包括在行政費用內） (52,695) (34,899) +51%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

流動資產總額 1,994,994 1,493,935 +34%

非流動資產總額 11,044 11,425 -3%

資產總額 2,006,038 1,505,360 +33%

負債總額 404,884 218,249 +86%

流動資產淨值 1,590,110 1,275,686 +25%

權益總額 1,601,154 1,287,111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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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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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75 0.194 -10%

－攤薄（港元） 0.175 0.194 -10%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財務比率
毛利率 35.5% 40.3%

EBITDA率 19.0% 24.2%

淨利潤率 16.5% 20.1%

收入

營業額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723.6百萬港元增加 52%或
379.6百萬港元至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1,103.2百萬港元。來
自中國市場的營業額按年增加 33%或189.0百萬港元至 755.3百萬港元。同樣，海
外市場營業額增加 190.6百萬港元至 347.9百萬港元，增長達121%。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

POS終端機 945,107 623,448 +52%

消費者操作設備 116,206 52,650 +121%

非接觸式讀卡設備 19,904 22,695 -12%

服務 13,749 14,260 -4%

其他* 8,214 10,557 -22%
  

1,103,180 723,610 +52%
  

* 有關金額主要指向客戶出售的配件。有關配件項目包括下載電線、電話線、感熱紙、貼紙
及條碼掃描槍等。

POS終端機

銷售POS終端機的營業額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623.4百
萬港元增加52%至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945.1百萬港元。營
業額增加由於年內中國及海外銷售額上升。當中尤以新興市場於歐洲、中東及
非洲（「EMEA」）、拉丁美洲及獨聯體（「LACIS」）和亞太區（「APAC」）的地區業務分
部對海外銷售之貢獻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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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銀行卡付款在中國日漸流行。商業銀行和第三方支付服務供應商積
極建立彼等的POS網絡，從而捕捉在中國愈趨廣泛的電子支付及暢旺的零售消
費所帶來的利益。此外，近年的國家政策著重鼓勵電子交易網絡的建立，亦進
一步刺激POS終端機需求的急速增長。

消費者操作設備

銷售消費者操作設備的營業額顯著上升，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的 52.7百萬港元增加 121%至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116.2百萬港元。強勁增長主要來自某一大受歡迎的型號，其備有額外內置非接
觸式卡讀寫器功能，同時支援磁條及 IC卡讀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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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22.7百萬港元減少12%至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19.9百萬港
元。需求下跌主要由於某一附設內置非接觸式卡讀寫器及其他額外功能的消
費者操作設備型號大受歡迎所致。

服務

提供服務的營業額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14.3百萬港元
減少4%至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13.7百萬港元。維護服務佔
服務收入的大部份，並主要來自香港。營業額輕微下跌主要是由於本會計年度
內產品改裝收入減少所致。

按地區分類的營業額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

中國市場 755,329 566,340 +33%

海外市場 347,851 157,270 +121%  

1,103,180 723,610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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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中國市場的營業額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566.3百萬
港元增加33%至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755.3百萬港元。相對
較低的POS滲透率、強勁經濟增長、暢旺的零售消費及對銀行卡、貴賓卡及社
保卡的成功宣傳和其接納程度提升等種種因素為POS終端機創造了可觀的增
長需求。此外，中國的主要商戶服務供應商、商業銀行與持牌第三方支付服務
供應商會繼續在商戶設置POS終端機及提供相關服務，從而在這個全球其中一
個增長最快的市場贏得更多的市場份額。

來自海外市場的營業額由上一個會計年度的157.3百萬港元增加121%至截至二
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347.9百萬港元。海外市場營業額佔總營業
額32%，而上一個會計年度則為22%。增長主要來自EMEA、LACIS及APAC地區
分部的銷售額增加。本集團持續開拓國際市場，包括美洲的加拿大、多米尼加
及巴西，中亞的烏茲別克斯坦、哈薩克斯坦及塔吉克斯坦，歐洲的拉托維亞、
芬蘭及法國，中東的科威特及土耳其，非洲的尼日利亞以及亞太地區的日本及
新西蘭。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們共擁有超逾30名（二零一零年：25

名）遍佈世界各地的海外分銷商與合作夥伴。

毛利率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毛利率為35.5%，較上一個會計年度
40.3%下跌4.8個點，主要由於中國市場競爭激烈導致平均售價下調。百富環球
於若干海外市場採取積極進取的市場策略從而滲透入新市場，我們認為毛利
率維持於穩健水平。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主要包括增值稅退稅、利息收入及補貼收入。其他收入由上一個會計
年度的27.4百萬港元增加52%至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41.7

百萬港元。增加主要來自增值稅退稅及利息收入的增長。

銷售開支

銷售開支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74.4百萬港元增加67%至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124.1百萬港元。開支增加為配合營
業額增長。主要增加項目為 (i)銷售及市場推廣人員的平均數目增加及工資水
平提升而增加相關的僱員福利開支；(ii)維護服務費用；(iii)廣告及推廣宣傳費
用；及 (iv)差旅費用。



– 8 –

行政費用

行政費用由上一個財政年度的72.4百萬港元增加41%至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101.9百萬港元，主要反映研發成本及上市後的企業辦公費
用開支增加。

純利及純利率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年內純利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145.4百萬港元增加25%至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181.8百萬
港元。

純利率由上一個財政年度的20.1%減少至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的16.5%。純利率下降主要由於毛利率減少，而部份減幅被實際稅率減少所
抵銷。

前景

自百富環球成立以來，已售出超過2百萬台POS終端機至超過60個國家及地區，
並與超過30個遍佈世界各地的分銷商和夥伴建立緊密合作關係。根據The Nilson 

Report於二零一一年九月發出的報告，百富環球於二零一零年的POS終端機出
貨量名列全球第 7名。

中國市場

百富環球為中國POS終端機解決方案市場的領先供應商之一，最大的客戶包括
中國主要的商戶服務供應商、商業銀行及持牌的第三方支付服務供應商等。中
國為全球增長最迅速經濟體之一，其蘊含的巨大商機仍有待發展。隨中國過往
數年個人消費的急速增加，以及公眾尋求更安全可靠支付方式的需求日增，為
POS終端機解決方案行業的興起奠下穩固基礎。調查顯示，於二零一零年在中
國已安裝POS終端機的數目為每1,000人少於3台，而若干成熟市場，則平均為每
1,000人已安裝23台POS終端機。國內POS終端機的滲透率仍相對較低，而使用銀
行卡付款的交易日漸普及、消費者輕易獲發信用卡及中國政府支持發展國家
電子支付設施等因素，預期能持續推動中國境內對POS終端機的需求。

商業銀行等POS終端機買家預期繼續積極在商戶安裝終端機，以發展信用卡收
單業務，在這全球其中一個增長最迅速的支付市場分一杯羹。於二零一二年，
預期部份持牌第三方支付服務供應商將會為商戶安裝終端機。這會令POS終端
機的滲透率得到進一步改善。就中國市場而言，本集團將繼續專注研發、技術
支援及服務，同時加強客戶關係及銷售網絡，以鞏固我們在中國市場的領導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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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市場

海外市場（包括香港、澳門和台灣）佔全球市場份額超過80%，對百富環球而言
絕對是一個龐大市場。海外市場提供額外業務增長並同時分散我們的業務風
險。自二零零零年以來，百富環球大幅投資研發，以確保我們的主流產品符合
或超越大部份國際行業標準及獲得國際行業認證。過去十年，我們投入大量資
源建立銷售網絡，並努力不懈地與國際夥伴緊密合作，組成專責小組負責各個
市場，包括EMEA、LACIS、APAC以及美國及加拿大（「USCA」）。近年來海外市場
銷售大幅增長就是對我們努力的肯定。

USCA為全球最大的市場之一。根據二零一一年九月份發行的The Nilson Report, 

USCA於二零一零年安裝超過2.3萬台POS終端機，佔全球POS終端機出貨量約
16%。此外，有序的EMV遷移推行預期會成為刺激市場增長的其中一個催化劑。
USCA作為本集團的其中一個策略性重點市場，我們正擴充當地團隊規模以獲
取更大市場份額。另外，本集團亦正物色有利於技術層面或銷售渠道的併購或
合作機會，從而更有效地進入若干市場。我們亦將加大力度開拓其他金磚四國
（巴西、俄羅斯、印度及南非）的市場。管理層相信，海外市場在可見將來將維持
高速增長。

整體管理策略

放眼未來，百富環球將繼續專注於鞏固並提升我們在中國的強勢地位，主要透
過 (i)持續發展革新產品以迎合客戶需求及捕捉新市場分部商機；(ii)增強我們
的研發能力；(iii)擴充及優化我們的銷售及售後服務網絡，致力擴展在主要國
際市場的業務範圍及市場份額；(iv)物色有利於本集團技術層面或市場份額的
潛在併購或合作機會。

透過我們在中國市場的POS終端機解決方案的強勢地位及綜合國際市場經驗，
我們定能把握中國及新興市場以及其他重要國際市場迅速發展所帶來的商機。
我們相信，我們正沿著成為全球其中一位POS終端機解決方案領跑者之一的軌
道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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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資金來源

於本年度，本集團的主要資金來源為根據全球發售超額配發股份所得款項。若
干財務數據概述如下：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及手上現金 1,152,291 1,066,526

流動資產淨值 1,590,110 1,275,686

經營活動（所用）╱產生的現金淨額 (19,488) 118,220

融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 91,674 699,995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流動比率（倍） 4.9 6.8

速動比率（倍） 4.2 6.2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擁有銀行及手上現金及短期銀行存款
1,152.3百萬港元（二零一零年：1,066.5百萬港元）以及無短期借貸（二零一零年：
無）。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錄得流動資產淨值1,590.1百萬港
元，而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1,275.7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營活動所用的現金淨額為19.5百萬港元，而截至二零一
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則產生現金淨額 118.2百萬港元。二零一一年年度
的融資活動現金流入淨額為91.7百萬港元，主要來自根據全球發售超額配發股
份所得款項，而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則為700.0百萬港元，主
要來自全球發售。

資本架構及抵押詳情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借貸（二零一零年：無）。於二
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約315.3百萬港元、709.5百萬港元、125.9百萬
港元及1.5百萬港元（二零一零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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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三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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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任何
重大的附屬公司收購或出售（二零一 零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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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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總所得款項淨額的計劃用途及已動用金額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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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

擴大分銷網絡 120.8 20.2

潛在併購 282.1 –

一般營運資金 80.6 80.6  

805.9 155.5
  

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

除本公佈所披露外，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概無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
的具體計劃。

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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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並無訂立協議或購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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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外幣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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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人力資源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僱員總數為463人。下表載列於二零一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根據職能劃分的各類僱員數目：

管理層 12

銷售及售後服務以及市場推廣 158

研發 233

質檢 14

行政及人力資源 15

會計 10

生產、採購及存貨控制 21 

463
 

本集團確保其薪酬安排全面及具吸引力。僱員的薪酬為每月固定薪金，另加與
表現有關之年度花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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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本集團業務表現指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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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 –

綜合收益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1,103,180 723,610

銷售成本 5 (711,478) (431,740)
  

毛利 391,702 291,870

其他收入 3 41,712 27,390

銷售開支 5 (124,100) (74,371)

行政費用 5 (101,851) (72,381)
  

經營溢利╱除所得稅前溢利 207,463 172,508

所得稅開支 6 (25,668) (27,085)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年度溢利 181,795 145,423
  

年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之
每股盈利（以每股港元呈列）
－基本 7 0.175 0.194

  

－攤薄 7 0.175 0.194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內溢利 181,795 145,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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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03 17,526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209,198 162,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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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809 11,194

租賃土地 235 231  

非流動資產總額 11,044 11,425  

流動資產
存貨 305,666 148,520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8 503,715 269,042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8 17,305 7,001

受限制現金 9 16,017 2,846

銀行及手上現金 9 1,152,291 1,066,526  

流動資產總額 1,994,994 1,493,935  

資產總額 2,006,038 1,505,360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股本及儲備
股本 103,773 100,000

儲備 1,497,381 1,187,111  

權益總額 1,601,154 1,287,111
  

負債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0 249,570 143,033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款項 10 140,414 55,735

應付稅項 14,900 19,481  

流動負債及負債總額 404,884 218,249
  

權益及負債總額 2,006,038 1,505,360
  

流動資產淨值 1,590,110 1,275,68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601,154 1,28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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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百富環球科技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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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為一間在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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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註冊辦事處的地址為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

除另有所指外，此等綜合財務報表以千港元（「港元」）為單位呈列。此等財務報表於二零
一二年三月十五日獲董事會批准刊發。

2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

2.1 編製基準

本公司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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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編製。綜合財務報表已按歷史成本法編製。

編製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財務報表需使用若干重要會計估計，並要求管理層
在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時作出判斷。

2.1.1 會計政策及披露事項變動

(a) 以下新準則及準則修訂須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首次
採納，惟對本集團並無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
（經修訂）

關連方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
（修訂本）

供股之分類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
（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對首次採納者披
露比較資料之有限豁免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委員會）第14號（修訂本）

最低資金規定的預付款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委員會）第19號

以權益工具取代金融負債

年度改進計劃 於二零一零年五月公佈之第三次年度改進
計劃（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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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並無提前採納已頒佈但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尚未生
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闡述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分
類、計量及確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及
二零一零年十月頒佈。該準則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中與金融
工具之分類及計量相關部分。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規定金融資
產分類為兩個計量類別﹕按公平值計量類別及按攤銷成本計量類
別，於初步確認時作釐定。分類視乎實體管理其金融工具之業務模
式及該工具之合約現金流量特徵而定。就金融負債而言，該準則保
留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大部分規定。主要變動為倘金融負債選擇
以公平值列賬，則因實體本身信貸風險而產生之公平值變動部分
於其他全面收益而非收益表入賬，除非會導致會計錯配。本集團尚
未評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全面影響及擬於其生效日期（即
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後採納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9號。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號「綜合財務報表」以現有原則為基礎，確
定將控制權之概念作為釐定實體是否應計入母公司之綜合財務報
表之因素。該準則在此難以評估之情況下提供協助釐定控制權之
額外指引。本集團尚未評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號之全面影響
及擬不遲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採納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於其他實體權益之披露」包括就於共同
安排、聯營公司、特殊目的工具及其他資產負債表外工具等其他實
體之所有形式權益披露規定。本集團尚未評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2號之全面影響及擬不遲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
會計期間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平值計量」旨在透過提供公平值之精
確定義及公平值計量之單一來源及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使用之披
露規定而提升一致性及減低複雜性。該等規定並不擴大公平值會
計之使用，惟就其使用在已由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內其他準則規定
或准許之情況下應如何應用提供指引。本集團尚未評估國際會計
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之全面影響及擬不遲於二零一三
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並無其他尚未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或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
會）詮釋預期將對本集團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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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及其他收入

本集團主要從事銷售POS產品及提供相關服務。於有關年度已確認的收入及其他收入如
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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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9,431 709,350

銷售電子支付服務 13,749 14,260
  

1,103,180 723,610
  

其他收入
利息收入 6,317 928

退還增值稅（附註 (i)） 31,283 25,039

補貼收入 1,207 392

其他 2,905 1,031
  

41,712 27,390
  

1,144,892 751,000
  

附註 (i) 該金額指本集團於中國銷售自身開發軟件產品而享有退還之增值稅，並於達到
若干管理及使用及分配規定後為毋須課稅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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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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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根據由執行董事所審閱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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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但不包括香港、澳門及台灣）及美國（「美國」）經營。管理層
從地域角度按產生收入的位置評估本集團的表現。

管理層根據除稅前分類經營溢利╱（虧損）的計量評估經營分類的表現。

於有關年度及本集團按分類劃分的營業額及業績的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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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5,329 344,250 3,601 – 1,103,180
分類間營業額 249,644 3,839 – (253,483) –

     

總營業額 1,004,973 348,089 3,601 (253,483) 1,103,180
     

分類除利息支出、稅項、折舊及
攤銷前盈利（「EBITDA」） 165,758 57,919 (14,095) 1,014 210,596

折舊 (2,564) (40) (523) – (3,127)
攤銷 (6) – – – (6)

     

分類經營溢利╱（虧損）╱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163,188 57,879 (14,618) 1,014 207,463

所得稅開支 (25,668)
 

年內溢利 181,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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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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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6,340 153,893 3,377 – 723,610

分類間營業額 86,219 6,281 – (92,500) –
     

總營業額 652,559 160,174 3,377 (92,500) 723,610
     

分類EBITDA 149,640 42,572 (16,248) (843) 175,121

折舊 (2,133) (35) (440) – (2,608)

攤銷 (5) – – – (5)
     

分類經營溢利╱（虧損）╱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147,502 42,537 (16,688) (843) 172,508

所得稅開支 (27,085)
 

年內溢利 145,423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分類資產及負債以及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非流動資產的添置如下：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中國（香港、
澳門及

台灣除外） 香港 美國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資產 1,124,047 873,729 8,262 2,006,038
    

分類負債 375,197 29,276 411 404,884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中國（香港、
澳門及

台灣除外） 香港 美國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的添置 2,302 62 2 2,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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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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非流動資產的添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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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資產 642,201 856,614 6,545 1,505,360
    

分類負債 187,201 30,440 608 218,249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中國（香港、
澳門及

台灣除外） 香港 美國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的添置 3,228 96 1,236 4,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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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分類經營溢利╱虧損。分類資產主要包括物業、廠房及設備、租賃土地、存貨、按金及
其他應收款項、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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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應繳稅項。

非流動資產添置包括對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添置。

向執行董事報告的計量方法與綜合財務報表內方法一致。

本集團主要以香港、中國及美國為註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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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按該資產所在地之非流動資產及流動資產按地區載列如下：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中國（香港、澳門及台灣除外） 9,347 9,230
香港 142 119
美國 1,555 2,076

  

11,044 11,425
  

流動資產
中國（香港、澳門及台灣除外） 1,114,700 632,971
香港 873,587 856,495
美國 6,707 4,469

  

1,994,994 1,493,935
  

5 按性質劃分的開支

計入銷售成本、銷售開支及行政費用的開支分析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核數師酬金－審核服務 1,077 72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127 2,608
租賃土地攤銷 6 5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91,055 68,592
售出存貨成本 694,303 418,005
樓宇的經營租賃租金 8,131 5,446
研發成本 52,695 34,899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 – 84
應收賬款減值撥備 28 374
捐款 – 1,000

  

6 所得稅開支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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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41 18,174
－香港利得稅 10,425 8,050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2 861  

所得稅開支 25,668 27,085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香港利得稅根據估計應課稅溢利分別按稅率
16.5%（二零一零年：16.5%）作出撥備。

海外溢利的稅款根據年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本集團經營所在國家現行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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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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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溢利除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
均數計算。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使用的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發行普通股
的加權平均數目乃假設於重組及資本化發行時發行的每股面值0.1港元之740,000,000

股股份已於本公司註冊成立之前發行。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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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795 145,423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1,036,488 748,548

每股基本盈利（每股港元） 0.175 0.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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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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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一日至行使超額配股權日期間的平均市價釐定）購入的股份數目，已根據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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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因行使超額配股權而發行的股份數目作出比較。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二零
一零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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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附註 (a)） 430,313 215,535

減：應收賬款減值撥備 (1,953) (1,846)  

應收賬款淨額 428,360 213,689

應收票據（附註 (b)） 75,355 55,353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503,715 269,042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7,305 7,001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521,020 276,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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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按金及其他應收賬
款的公平值與其賬面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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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
收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以內 290,318 119,898

91至180日 84,058 44,268

181至365日 21,593 31,362

365日以上 34,344 20,007  

430,313 215,535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收賬款包括應收預扣金額46,726,000港元（二零一
零年：39,480,000港元）。預扣金額佔授予中國若干客戶的相關合同總額約2%至5%（二
零一零年：約 2%至5%），而預扣期則為三至五年。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預扣款賬齡超過365日的總額為31,789,000港元（二零一零年：15,604,000港元）。

本集團的銷售乃向數名主要客戶作出且有信貸集中風險。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對五大客戶銷售的貨品及提供的服務佔我們營業額約55.9%（二零
一零年：61.2%），而佔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應收賬款總額約73.0%（二零
一零年：80.9%）。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既無逾期亦無減值的應收款項約428,360,000港元（二
零一零年：213,689,000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已逾期但未減值的應收款項（二零一零年：無）。

(b) 應收票據

該結餘指到期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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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以內 21,937 24,443

91日至180日 53,418 30,910  

75,355 55,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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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受限制現金、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受限制銀行存款 16,017 2,846
  

銀行及手上現金 560,611 843,149 

短期銀行存款 591,680 223,377  

1,152,291 1,066,526
  

10 應付賬款、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賬款（附註 (a)） 249,570 143,033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預先收取客戶款項 78,791 17,804

其他應付稅款 19,193 6,624

應計開支 26,962 16,272

其他 15,468 15,035  

140,414 55,735  

389,984 198,768  

(a) 應付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以內 228,969 134,663

91日至180日 18,904 6,434

181日至365日 1,369 329

365日以上 328 1,607  

249,570 14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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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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證券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
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股份。

股息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並無派付或宣派任何股息（二
零一零年：無）。

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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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向全體本公司董事（「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一直遵守標準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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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乃以上市規則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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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在制定其企業管治常規時已
應用原則，並一直遵守所有守則條文。

審核委員會

訂明審核委員會權力及職責之書面職權範圍乃參考香港會計師公會發表之「組
成審核委員會指引」編製及採納。

審核委員會乃董事會與本公司核數師就本集團審核範圍事宜內之重要橋樑。
委員會亦審閱外部和內部核數及內部監控和風險評估之功效。審核委員會於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一日由董事會成立，並附有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由三
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葉偉明先生、吳敏博士及文國權先生所組成。年內，審
核委員會曾召開兩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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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綜合財務報表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
本集團之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已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業績初步公佈的數字與本集團該年度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
所載數字核對一致。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就此執行的工作不構成根據香
港會計師公會發出的香港審計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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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並無對初步公佈發出任何
核證。

足夠公眾持股量

根據本公司可公開取得之資料及據董事所知，董事茲確認本公司在截至二零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根據上市規則之規定保持足夠之公眾持股量。

刊登業績公佈及年度報告書

二零一一年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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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年度報告書將於稍後時間在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網頁及本公司網頁上登載，並寄發予所有股東。

以上所載二零一一年年度財務資料並不構成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法定財務報表，但資料則節錄自將載於本公司二零一一
年年度報告書內之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經審核綜合
財務報表。

承董事會命
執行董事
李文晉

香港，二零一二年三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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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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