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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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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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 SUN TECHNOLOGY (CHINA) LIMITED
高陽科技（中國）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18）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業績公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

業績
持續經營業務
收入 838,674 901,521 -7%

毛利 174,195 170,406 +2%

分類EBITDA（扣除未分配項目前） (270,057) (116,322) +132%

除所得稅前虧損 (287,531) (219,270) +31%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年內虧損 (279,722) (217,528) +29%

已終止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溢利 – 1,096,476 -100%  

年內（虧損）╱溢利 (279,722) 878,948 -132%  

應佔（虧損）╱溢利：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255,493) 850,275 -130%

－非控股權益 (24,229) 28,673 -185%  

(279,722) 878,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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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變動
每股港元 每股港元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之
每股（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0.096) (0.071) +35%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 0.389 -100%  

(0.096) 0.318 -130%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

財務狀況概覽
權益總額 2,939,042 3,167,806 -7%

流動資產淨值 1,288,642 1,457,821 -12%

資產總值 3,392,509 3,657,369 -7%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變動

+/(-)

每股資產淨值（港元） 1.099 1.185 -7%  

高陽科技（中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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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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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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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益表

營業額 EBITDA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變動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 千港元 千港元 +/(-)

持續經營業務
電訊解決方案 177,204 349,569 -49% 20,855 70,897 -71%

金融解決方案 212,079 186,402 +14% 16,603 18,353 -10%

支付解決方案 48,493 39,971 +21% (239,526) (72,554) +230%

電能計量產品及解決方案 419,149 370,439 +13% (43,900) (119,204) -63%

其他 15,881 – 不適用 (24,089) (13,814) +74%
    

分類業績 872,806 946,381 -8% (270,057) (116,322) +132%

減：分類間收益 (34,132) (44,860) -24% – – 不適用
    

合計 838,674 901,521 -7% (270,057) (116,322) +132%
    

折舊 (39,419) (38,995) +1%

攤銷 (16,078) (13,138) +22%
  

分類經營虧損 (325,554) (168,455) +93%

未分配其他收入 3,052 10,256 -70%

未分配企業開支 (41,042) (67,458) -39%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溢利 77,809 6,860 +1,034%

融資成本 (1,796) (473) +280%
  

除所得稅前虧損 (287,531) (219,270) +31%

所得稅抵免 7,809 1,742 +348%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
年內虧損 (279,722) (217,528) +29%

已終止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溢利 – 1,096,476 -100%

  

年內（虧損）╱溢利 (279,722) 878,948 -132%
  



– 4 –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專注四大主要業務分類，即電
訊解決方案、金融解決方案、支付解決方案及電能計量產品及解決方案。就呈
列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而言，隨着於二零
一零年十二月二十日完成分拆百富環球科技有限公司（「百富環球」）在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分拆」）後，POS終端機解決方案業務被
視為「已終止經營業務」。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綜合營業額為 838,700,000港元，較二零一零年減少 7%。二
零一一年持續經營業務之分類經營虧損合共為325,6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之
分類經營虧損則為168,500,000港元。持續經營業務之年內虧損合共為279,700,000

港元，二零一零年虧損則為 217,500,000港元。持續經營業務之年內虧損較二零
一零增加，主要由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電訊解決方案之
分類經營溢利減少及支付解決方案之分類經營虧損增加所致。於上年度，來自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年內溢利為1,096,500,000港元，主要由於分佔已終止經營業
務業績及分拆後確認視作出售之收益。

至於本集團之綜合資產負債表，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總值為
3,392,500,000港元，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3,657,400,000港元。流動資
產淨值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1,288,600,000港元，於二零一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則為 1,457,800,000港元。

投資及融資活動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日，百富環球（其當時為本集團擁有60%權益的附屬
公司）透過分拆於聯交所主板上市。分拆後，本集團持有百富環球的實際權益
由60%減至44.4%，並導致失去百富環球之控制權。百富環球自二零一零年十二
月二十日起被本集團視為聯營公司列賬。於二零一一年一月十二日，百富環球
之超額配股權由分拆之全球協調人部分行使，而本公司於百富環球之權益由
44.4%進一步攤薄至約 42.8%。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十一日，本公司與一名賣方訂立買賣協議，據此，賣方同
意出售及本公司有條件同意購買Merchant Support Co., Ltd（「Merchant Support」）（一
間於日本註冊成立之公司）之全部已發行股本以及待售申索權。待售申索權包
括 (i)貸款申索權（即根據賣方與Merchant Support或賣方與Merchant Capital Limited

（「Merchant Capital」）訂立之若干貸款協議，賣方對Merchant Support及Merchant Capital

作出申索之申索權）；及 (ii) AM索償權（即根據賣方與Merchant Support訂立之費用
償還協議，賣方要求支付直至完成日期（包括該日）之酬金之權利）。收購已於
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三日完成，總代價為1,730,800,000日圓（相當於約166,100,000港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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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九日，Success Bridge Limited（「Success Bridge」）按總認購價
60,000,000美元（相當於約465,000,000港元）配發600股優先股（「SBL優先股」）給認購
人。SBL優先股佔經認購事項擴大後Success Bridge全部已發行股本之6%。同日，
本公司、認購人及Success Bridge訂立股東協議（「股東協議」），內容有關（其中包
括），(i)本公司向SBL優先股持有人授出轉換權；(ii)倘二零一零年Success Bridge純
利少於人民幣450,000,000元，則本公司將按總代價1.00港元向SBL優先股持有人
轉撥特定數目之Success Bridge普通股（「SBL普通股」），該數目相等於完成時已發
行Success Bridge股份總數最多3%（「漸增出售事項」）；及 (iii)倘二零一零年Success 

Bridge純利為人民幣500,000,000元或以上，則SBL優先股持有人將按總代價 1.00

港元向本公司轉撥特定數目之SBL優先股及╱或SBL普通股，該數目相等於完
成時已發行Success Bridge股份總數最多2%（「漸減收購事項」）。由於二零一零年
Success Bridge純利少於人民幣375,000,000元，故本公司已根據股東協議向SBL優
先股持有人轉撥300股SBL普通股（假設所有SBL優先股均悉數轉換為SBL普通
股，則相當於Success Bridge已發行股本3%）。所轉撥之SBL普通股已於轉撥完成
時，重新指定為SBL優先股。倘本公司股份於緊隨完成日期後滿九個月當日（包
括當日，即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九日）起直至完成日期滿第二週年當日（不包括
當日，即二零一二年一月二十九日）止期間內，連續30個交易日期間之成交量加
權平均價超逾4.50港元，則已根據漸增出售事項轉撥及重新指定之SBL普通股
將退回本公司。基於本公司股份於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九日（包括當日）至二零
一二年一月二十九日（但不包括當日）期間內，連續30個交易日期間之成交量加
權平均價不超逾4.50港元，故概無已根據漸增出售事項轉撥及重新指定之SBL

普通股退回本公司。本公司、認購人及Success Bridge就股東協議訂立日期為二
零一一年六月十日之補充協議，以記錄SBL普通股有關退回之機制（如有）。漸
增出售事項已於二零一一年六月十日完成。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十一日，本公司附屬公司展進有限公司（「展進」）與三名獨立
第三方訂立有條件認購協議，據此，該三名認購方有條件同意認購展進經擴大
後之已發行股本9%、9%及3%，代價分別為2,340,000港元、2,340,000港元及780,000

港元。認購已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五日完成。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三日，本公司分別與兩名賣方訂立兩份買賣協議，據此，
各賣方均有條件同意出售，而本公司有條件同意購買新創服務有限公司（「新
創」）已發行股本合共20%，總代價為96,000,000港元。完成時，本公司於新創之持
股權益由80%增至100%，因此，新創成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收購已於二
零一二年三月九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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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二日，Merchant Support與一名賣方訂立買賣協議，據此，該
名賣方有條件同意出售，而本公司有條件同意購買 ITC Credit Co., Ltd（「ITCC」）已
發行股本67%，代價為70,000,000日圓（相當於約7,100,000港元）。完成後，Merchant 

Support於 ITCC的持股權益由 33%增至 100%，因此，ITCC成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
公司。收購已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五日完成。

持續經營業務

年內持續經營業務下四大主要業務分類之表現如下：

電訊解決方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

營業額 177,204 349,569 -49%

EBITDA 20,855 70,897 -71%

經營虧損 11,678 60,165 -81%
  

年內，電訊解決方案分類錄得營業額177,200,000港元，較二零一零年減少49%。
分類經營溢利為11,7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則為60,200,000港元。分類經營溢利
減少主要由於流量下跌及業內若干限制措施及政策轉變所致。與此同時，若干
新業務仍處於發展當中。我們預計，向中國移動提供全國 IVR平台及相關服務
將繼續成為此分類之主要收入來源之一， 二零一二年將是充滿挑戰的一年。

此外，我們已投放額外資源以開發全新及創新的產品與服務，例如手機遊戲、
動漫等。展望未來，我們將繼續發展其他創新的無線增值解決方案及服務，務
求迎合千變萬化的科技及市場需求。

金融解決方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

營業額* 178,077 141,542 +26%

EBITDA 16,603 18,353 -10%

經營虧損 194 793 -76%
  

* 來自外部客戶之營業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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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解決方案分類於二零一一年錄得營業額為 178,100,000港元，較去年增加
26%。分類經營溢利為200,000港元，二零一零則為800,000港元。為締造更穩定、
可持續及經常性之收入來源，我們已竭力於跨行業解決方案的若干開發項目，
包括行業諮詢、業務經營解決方案、系統開發及運營服務及其他外判服務。

支付解決方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

營業額* 48,363 39,971 +21%

無形資產減值 (154,836) – 不適用
EBITDA (239,526) (72,554) +230%

經營虧損 (251,802) (80,748) +212%
  

* 來自外部客戶之營業額

我們的支付解決方案分類主要與中國移動攜手運營和發展首個全國移動支
付平台及解決方案以及其他移動與無線支款解決方案及服務。分類營業額為
48,400,000港元，較去年增加21%。分類營運虧損為251,800,000港元，其中包括本
集團對若干無形資產賬面值的一次性非現金減值費用154,800,000港元。此等減
值虧損反映管理層就有關行業業務模式及現時經濟環境之快速發展對該等資
產未來價值作出審慎保守判斷。目前，我們的支付解決方案分類仍有待累積交
易量及經營規模。

電能計量產品及解決方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

營業額 419,149 370,439 +13%

無形資產減值 – (29,593) -100%

EBITDA (43,900) (119,204) -63%

經營虧損 (58,171) (134,434) -57%
  

二零一一年是我們電能計量產品及解決方案分類的過渡年。此分類於二零一一
年錄得營業額為419,100,000港元，較去年增加13%。分類經營虧損為58,200,000港
元，二零一零年則為 134,400,000港元。

年內，毛利率比較去年有所改善。國家電網基於智慧電網基建要求而不斷發展
的智慧電能表技術標準趨於成熟穩定，智慧電能表的中標價格亦略有提高。同
時，我們繼續致力於研發更優秀的產品設計方案，以縮減產品成本和提高產品
品質，從而滿足電網發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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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預期二零一二年度之營商環境將繼續挑戰重重。鑑於各業務均有龐大增長空
間，加上憑藉我們的穩健財務狀況，高陽將於未來處處商機中維持動力。

電訊解決方案

中國移動 IVR業務從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起轉入中國移動江蘇基地管理。現
時，IVR平台將重新定義為能力平台，並提供以語音為主的綜合服務。為此，
我們計劃將我們的 IVR平台逐步升級為WAVE（Web Audio Video Engine）平台，該
平台將提供語音、數據、視頻、互聯網內容等綜合服務。隨著該平台的成熟應
用，我們預計可以更有效的促進業務收入。此外，我們在無線應用業務上在不
同領域進行推廣。於2011年，我們的動漫業務也取得了鼓舞進展，成為中國移
動動漫基地的客戶端優秀合作夥伴。我們今後將進一步拓展手機遊戲及動漫
等移動互聯網業務的發展。

金融解決方案

於2012年，我們預計國內商業銀行會持續在兩個領域加大系統投入。首先是國
內以網上銀行，手機銀行為代表的電子渠道建設。由於我們在承建中國移動手
機支付平台的經驗，使得我們在手機銀行領域有更大領先優勢。同時，國內銀
行加快了海外分行的佈局。由於我們在建設國內銀行海外分行的核心系統擁
有豐富經驗，加上對海外監管和會計準則的深刻瞭解，我們將會持續擴大在此
領域的領先優勢。

支付解決方案

伴隨中國移動成功申請由中國人民銀行（「央行」）頒發的第三方支付牌照，我們
預期中國移動在支付相關業務將以能力開放、資源聚合為整體戰略佈局，支付
產業鏈參與方均因此利好。我們會利用在互聯網及支付專門技術上雄厚的專業
人才儲備、支付系統運維經驗豐富等優勢，在支付領域鞏固領先地位，創造更
多價值。我們同時在國內嘗試以試點形式作出手機支付、手機廣告，手機優惠
券等業務探索。伴隨智能手機的普及及網上購物習慣形成，我們預期手機支付
將會逐漸進入高速發展軌道。網上購物、生活繳費、手機匯款金融服務及近距
離支付等市場需求旺盛。中國移動用戶規模龐大，奠定了手機支付業務的良好
發展基礎。央行頒發第三方支付牌照後，行業更為有序。我們預計在第三方支
付公司，商業銀行，銀聯、電信運營商等業內參與者的共同強力持續推動下，
未來數年手機支付會更加迅猛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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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能計量產品及解決方案

中國在智能電網的投資有力的帶動了智能電錶的發展。於2012年，國家電網將
繼續統籌推進智能電網建設，完善智能電網推廣計劃，規範建設和管理模式，
高質量地完成智能電能錶安裝應用，及同時加快用電信息採集系統建設。南方
電網也將在 2012年進行規模化智能電錶招標，推進智能電網建設。因此，2012

年對智能電錶和用電信息採集設備市場來說，可謂方興未艾。年內，我們低壓
電力線載波通信技術（「PLC」）研發已進入成熟階段，有關技術並於2011年第四
季通過若干測試。我們預期該等新技術或會於2012年逐步推出市場，並對其應
用感到樂觀。此外，我們將不遺餘力提升產品質量，提高製造能力，增強工藝
控制，加快產品更新換代，在鞏固原有技術的基礎上，積極探索其他新技術的
應用研究，以迎接飛速發展的智能電網市場的挑戰。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錄得資產總值為3,392,500,000港元（二
零一零年：3,657,400,000港元），相應負債總額為453,5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
489,600,000港元）及權益總額 2,939,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3,167,800,000港元）。
資產淨值則為2,939,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3,167,800,000港元）。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每股資產淨值為1.099港元，相對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則為每股 1.185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現金及現金等價物1,167,200,000港元（二
零一零年：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以及短期銀行存款1,459,200,000港元）及短期借款
23,4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22,500,000港元）。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現金淨額為1,143,800,000港元，相對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1,436,700,000

港元。

資本架構及抵押詳情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銀行借款人民幣19,000,000元（二零一
零年：人民幣19,000,000元）及銀行信貸人民幣18,000,000元（二零一零年：無）以人
民幣列值，分別相當於 23,4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22,500,000港元）及22,300,000

港元（二零一零年：無）。該等銀行借款乃按7.544厘（二零一零年：6.372厘）之年
利率計息。銀行借款及銀行信貸由本集團附屬公司之租賃土地及樓宇（賬面淨
值分別為10,9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3,600,000港元）及27,800,000港元（二零一零
年：16,300,000港元））作抵押。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結餘分別約417,600,000港元、
298,900,000港元、327,800,000港元、122,700,000港元及 200,000港元乃分別以人民
幣、港元、美元、日圓及歐元列值。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結餘分別約363,700,000港元、
392,100,000港元、525,400,000港元及400,000港元乃分別以人民幣、港元、美元及
歐元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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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風險

本集團產生之收益、所作採購及支付之費用以及其資產及負債主要以美元、人
民幣、港元及日圓列值。目前，本集團並無訂有任何協議或購買任何工具對沖
本集團之匯率風險。倘港元、人民幣或日圓之匯率出現任何重大波動，均可能
對本集團之經營業績造成影響。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僱員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僱員總數為 2,486人。僱員按部門細分
如下：

電訊解決方案 398

金融解決方案 436

支付解決方案 610

電能計量產品及解決方案 862

其他 144

總部 36
 

2,486
 

本集團確保其薪酬待遇全面且具有競爭性，而僱員之薪酬包括每月固定薪金，
另加與表現有關之年度花紅。本集團亦資助獲挑選之僱員參與符合本集團業
務所需之外界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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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本集團經營表現指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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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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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經營業務
收入 2、3 838,674 901,521

銷售成本 4 (664,479) (731,115)
  

毛利 174,195 170,406

其他收入 2 16,072 16,957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2 (4,262) 6,913

銷售開支 4 (85,350) (89,797)

行政費用 4 (309,363) (300,543)

無形資產減值 4 (154,836) (29,593)
  

經營虧損 (363,544) (225,657)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之溢利 8 77,809 6,860

融資成本 5 (1,796) (473)
  

除所得稅前虧損 (287,531) (219,270)

所得稅抵免 6 7,809 1,742
  

持續經營業務之年內虧損 (279,722) (217,528)

已終止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溢利 11 – 1,096,476

  

年內（虧損）╱溢利 (279,722) 878,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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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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佔（虧損）╱溢利：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255,493) 850,275

－非控股權益 (24,229) 28,673
  

(279,722) 878,948
  

每股港元 每股港元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之
每股（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7 (0.096) (0.071)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7 – 0.389
  

(0.096) 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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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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損）╱溢利 (279,722) 878,948

其他全面（虧損）╱收益（扣除稅項）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產生之匯兌差額 33,437 59,404

重估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平值收益 300 100

出售附屬公司之儲備解除 – (36,551)

所佔一間聯營公司之其他全面收益 11,728 134
  

年內全面（虧損）╱收益總額（扣除稅項） (234,257) 902,035
  

應佔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213,297) 873,093

－非控股權益 (20,960) 28,942
  

(234,257) 902,035
  

來自下列各項之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應佔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持續經營業務 (213,297) (141,935)

－已終止經營業務 – 1,015,028
  

(213,297) 873,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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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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物業 2,409 2,438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0,184 116,733

租賃土地 38,277 38,826

無形資產 100,845 252,595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8 1,373,366 1,285,714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23,800 23,500

長期按金 9 2,839 1,596  

非流動資產總值 1,651,720 1,721,402  

流動資產
存貨 121,752 168,426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預付款項及按金 9 441,345 291,880

可收回稅項 – 3,590

按公平值計入溢利或虧損之金融資產 10,491 12,898

短期銀行存款 – 177,55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167,201 1,281,616  

流動資產總值 1,740,789 1,935,967  

資產總值 3,392,509 3,657,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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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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股本及儲備
股本 6,684 6,684

儲備 2,806,303 3,043,776  

2,812,987 3,050,460

非控股權益 126,055 117,346  

權益總額 2,939,042 3,167,806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320 11,417  

非流動負債總額 1,320 11,417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0 423,107 455,520

應付稅項 5,595 136

借款 23,445 22,490  

流動負債總額 452,147 478,146  

負債總額 453,467 489,563  

權益及負債總額 3,392,509 3,657,369  

流動資產淨值 1,288,642 1,457,821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940,362 3,179,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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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公司之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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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編製。此等綜合財務報表按歷史成本法編製，並就按公平
值計入溢利或虧損之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包括衍生工具）以及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重估
作修訂。

為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相符，編製財務報表時須作出若干重要之會計估計，管理層亦須
在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之過程中作出判斷。

(a) 本集團採納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以下新準則、準則之修訂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首次強制採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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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採納者有關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比較

披露資料之有限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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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以下為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且並無提早採
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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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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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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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無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或香港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之詮釋尚未生效而預期將
對本集團產生重 大影響。

2 收入、其他收入及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i) 於二零一零十二月二十日透過百富環球科技有限公司（「百富環球」）獨立上市分拆
POS終端機解決方案業務（「分拆」）後，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提供電訊解決方案、提
供金融解決方案、提供支付解決方案及銷售電能計量產品及解決方案。對於呈列截
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POS終端機解決方案業務被
視為「已終止經營業務」（附註11）。

(ii) 於年內已確認之收入、其他收入及其他（虧損）╱收益淨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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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經營業務
營業額
提供電訊解決方案 177,204 349,569
提供金融解決方案 178,077 141,542
提供支付解決方案 48,363 39,971
銷售電能計量產品及解決方案 419,149 370,439
提供支付結算服務（附註） 15,881 –  

838,674 901,521  

其他收入
利息收入 9,495 9,973
退還增值稅 – 1,059
補貼收入 3,406 3,640
租金收入 2,040 1,003
其他 1,131 1,282  

16,072 16,957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出售按公平值計入溢利或虧損之金融資產之
（虧損）╱收益 (28) 6,328
按公平值計入溢利或虧損之金融資產之
股息收入 16 376

按公平值計入溢利或虧損之金融資產之
公平值（虧損）╱收益 (2,365) 209

於一間聯營公司權益攤薄虧損（附註8） (1,885) –  

(4,262) 6,913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營業額、其他收入及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850,484 925,391  

附註： 此乃來自於日本之支付結算服務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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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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已終止經營業務
營業額
提供POS終端機解決方案 – 687,458  

其他收入
利息收入 – 927

退還增值稅 – 16,295

其他 – 795  

– 18,017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營業額及其他收入 – 705,475
  

3 分類資料

管理層根據執行董事審閱以作出策略決定之內部報告而釐定業務分類。

執行董事從產品角度考慮業務。

本集團的持續經營業務，按內部報告分為四大類。

持續經營業務：

(a) 電訊解決方案－主要從事提供電訊平台運營服務及運營增值服務；

(b) 金融解決方案－主要從事向財務機構及銀行提供資訊系統諮詢及集成服務和銷售
資訊科技產品；

(c) 支付解決方案－主要從事提供移動付款平台運營服務以及移動與無線付款解決方
案及服務；及

(d) 電能計量產品及解決方案－主要從事產銷電能計量產品、數據收集終端及提供資訊
系統諮詢服務；及研究及開發低壓電力線載波通信技術（「P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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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終止經營業務：

POS終端機解決方案－主要從事開發及銷售POS產品並提供相關服務。

本集團年內按業務分類之收入及業績分析如下：

持續經營業務 

電訊解決
方案

金融解決
方案

支付解決
方案

電能計量
產品及

解決方案 其他 集團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分類營業額 177,204 212,079 48,493 419,149 15,881 872,806
分類間營業額 – (34,002) (130) – – (34,132)      

來自外部客戶之營業額 177,204 178,077 48,363 419,149 15,881 838,674      

扣除無形資產減值前之分類
除利息支出、稅項、折舊及攤銷前
盈利╱（虧損）（「EBITDA」） 20,855 16,603 (84,690) (43,900) (24,089) (115,221)

無形資產減值 – – (154,836) – – (154,836)      

分類EBITDA 20,855 16,603 (239,526) (43,900) (24,089) (270,057)
折舊 (9,177) (16,409) (3,516) (6,953) (3,364) (39,419)
攤銷 – – (8,760) (7,318) – (16,078)      

分類經營溢利╱（虧損） 11,678 194 (251,802) (58,171) (27,453) (325,554)     

未分配其他收入 3,052
未分配企業開支 (41,042)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溢利 77,809
融資成本 (1,796) 

除所得稅前虧損 (287,531)
所得稅抵免 7,809 

年內虧損 (279,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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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

經營業務  

電訊解決
方案

金融解決
方案

支付解決
方案

電能計量
產品及

解決方案 其他 總計

POS

終端機
解決方案 集團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分類營業額 349,569 186,402 39,971 370,439 – 946,381 687,458 1,633,839

分類間營業額 – (44,860) – – – (44,860) – (44,860)        

來自外部客戶之營業額 349,569 141,542 39,971 370,439 – 901,521 687,458 1,588,979        

扣除無形資產減值前之分類
EBITDA 70,897 18,353 (72,554) (89,611) (13,814) (86,729) 159,046 72,317

無形資產減值 – – – (29,593) – (29,593) – (29,593)        

分類EBITDA 70,897 18,353 (72,554) (119,204) (13,814) (116,322) 159,046 42,724

折舊 (10,732) (17,560) (1,912) (8,374) (417) (38,995) (2,496) (41,491)

攤銷 – – (6,282) (6,856) – (13,138) (5) (13,143)        

分類經營溢利╱（虧損） 60,165 793 (80,748) (134,434) (14,231) (168,455) 156,545 (11,910)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 966,028 966,028

未分配其他收入 10,256 – 10,256

未分配企業開支 (67,458) – (67,458)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溢利 6,860 – 6,860

融資成本 (473) – (473)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219,270) 1,122,573 903,303

所得稅抵免╱（開支） 1,742 (26,097) (24,355)   

年內（虧損）╱溢利 (217,528) 1,096,476 878,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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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分類資產及負債與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非流動資產的添置如下︰

持續經營業務 

電訊解決
方案

金融解決
方案

支付解決
方案

電能計量
產品及

解決方案 其他 未分配 抵銷 集團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分類資產 571,290 151,581 177,802 636,540 277,485 2,157,571 (579,760) 3,392,509
分類負債 (36,612) (62,417) (286,468) (350,538) (292,295) (4,897) 579,760 (453,467)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非流動資產之添置（不包括長期
按金、應佔一間聯營公司之
權益及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3,777 408 7,206 11,447 14,162 21 – 37,021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分類資產及負債與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非流動資產的添置如下︰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

經營業務  

電訊解決
方案

金融解決
方案

支付解決
方案

電能計量
產品及

解決方案 其他 未分配 抵銷 總計

POS

終端機
解決方案 集團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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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分類資產 541,728 162,622 226,345 694,884 11,620 2,136,466 (116,296) 3,657,369 – 3,657,369

分類負債 (38,650) (60,383) (113,239) (359,700) (5,959) (27,928) 116,296 (489,563) – (489,563)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非流動資產之添置（不包括長期
按金、應佔一間聯營公司之
權益及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15,669 5,605 163,177 15,457 4,201 3,389 – 207,498 4,554 212,052          

非流動資產的添置包括對物業、廠房及設備及無形資產的添置，包括透過業務合併進行
收購產生的添置。

收入中約212,983,000港元（二零一零年：377,069,000港元）產生自單一外部客戶。該等收入
分別來自中國的電訊解決方案分類為164,636,000港元（二零一零年：337,110,000港元）以及
支付解決方案分類為48,347,000港元（二零一零年：39,959,000港元）。

向執行董事提供之資料採用與財務報表一致的方法計量。該等資產及負債按分類的業務
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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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間之銷售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

本集團主要於香港、日本及中國大陸註冊。本集團按地區之營業額按該營業額產生之地
區載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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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經營業務
中國大陸 802,560 881,860

香港 20,233 19,661

日本 15,881 –
  

838,674 901,521
  

已終止經營業務
中國大陸 – 529,688

香港 – 154,461

美國 – 3,309
  

– 687,458
  

本集團按該資產所在地之非流動資產（不包括長期按金、應佔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及可
供出售金融資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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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動資產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大陸 237,268 407,105

香港 2,485 3,487

日本 11,962 –
  

251,715 410,592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流動資產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大陸 854,756 1,033,908

香港 627,485 902,059

日本 258,548 –
  

1,740,789 1,935,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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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性質區分之開支

於銷售成本、銷售開支、行政費用及無形資產減值計入之開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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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0 2,659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40,447 39,736

投資物業折舊 150 108

租賃土地攤銷 1,031 1,073

無形資產攤銷 15,807 12,825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343,400 287,574

售出存貨成本 424,371 371,636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約租金 23,483 26,676

設備之經營租約租金 22,505 13,200

研究及開發成本 105,510 111,43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與租賃土地之收益 (1,243) (5,073)

應收賬款減值撥備淨額 1,458 8,083

存貨（撥回撥備）╱撥備 (5,784) 523

無形資產減值（附註） 154,836 29,593 
 

附註︰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年結日，本集團修訂其支付解決方案分類之現金流
量預測。因市況變動及支付解決方案分類錄得虧損，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支付解決方案分類之商譽125,722,000港元及其他無形資產29,114,000港元
已被管理層視為減值。

因市況變動及電能計量及解決方案錄得虧損，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內，電能計量分類中29,593,000港元之商譽已被管理層視為減值。

5 融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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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借款利息 1,796 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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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抵免

香港利得稅為以年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二零一零年：16.5%）計算。海外溢利稅
項則以年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本集團營運所在國家當時之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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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時稅項
－香港利得稅 – –

－海外稅項 4,020 9,855

遞延稅項 (10,348) (2,948)

過往年度調整 (1,481) (8,649)
  

所得稅抵免 (7,809) (1,742)
  

7 每股（虧損）╱溢利

(a) 基本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按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除年內已發行普通
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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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255,493) (190,981)

－已終止經營業務 – 1,041,256  

(255,493) 850,275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2,673,430 2,673,430  

每股基本（虧損）╱溢利（每股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0.096) (0.071)

－已終止經營業務 – 0.389  

(0.096) 0.318  

(b) 攤薄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乃按轉換所有潛在攤薄股份之假設而調整發行在外普通股數
目計算。本公司擁有兩類潛在攤薄股份：一間附屬公司發行之可換股優先股以及一
間附屬公司發行之購股權。一間附屬公司發行之可換股優先股乃假設可轉換為本
公司普通股，購股權則假設將悉數歸屬及獲行使至該附屬公司之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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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攤薄虧損與本年每股基本虧損相同
（二零一零年：相同），此乃因轉換與一間附屬公司發行之發行在外可換股優先股以
及一間附屬公司發行之購股權有關之潛在普通股將會對每股基本虧損產生反攤薄
影響。

8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月一日 1,285,714 –

添置 – 1,278,720

應佔溢利 77,809 6,860

應佔其他全面收益 11,728 134

於一間聯營公司權益之攤薄 (1,885) –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1,373,366 1,285,714  

9 貿易應收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按金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部分
應收賬款（附註 (a)) 384,905 225,296

減：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21,248) (19,333)

應收票據（附註 (b)) – 1,308  

363,657 207,27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預付款項 16,302 10,391

按金 16,632 19,587

其他 44,754 54,631  

441,345 291,880  

非即期部分
長期按金 2,839 1,596  

合計 444,184 293,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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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應收賬款

本集團給予貿易債務人之信貸期由0至180日不等。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90日 259,240 157,280

91至180日 19,114 31,348

181至365日 63,780 12,100

365日以上 42,771 24,568  

384,905 225,296  

附註 (b)：

應收票據

該結餘指到期日為少於六個月之銀行承兌票據。

本集團應收票據之到期情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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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內 – 948

91至180日 – 360
  

– 1,308
  

10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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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417 251,749

應付票據（附註 (b)） 18,290 –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附註 (c)） 172,400 203,771  

423,107 455,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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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應付賬款

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現時至90日 151,170 199,090

91至180日 41,331 42,508

181至365日 31,394 5,833

超過365日 8,522 4,318
  

232,417 251,749
  

獲供應商授予之信貸期介乎0至180日之間。

附註 (b)：

應付票據

餘額指到期日為90日內的銀行承兌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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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內到期 18,290 –
  

附註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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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計員工成本及退休金供款 75,545 62,156

預先收取客戶款項 46,585 58,491

應計外包成本 13,075 8,983

其他 37,195 74,141  

172,400 203,771  

11. 已終止經營業務

完成分拆後，本集團持有百富環球的實際權益由60%減至44.4%，並導致失去百富環球之
控制權。百富環球自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日起被本集團作為聯營公司列賬。於二零
一一年一月十二日，百富環球之超額配股權由分拆之全球協調人部分行使，而本公司於
百富環球之權益由44.4%進一步攤薄至約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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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
一月一日至

十二月二十日
止期間
千港元

已終止經營業務業績︰
收入 687,458

銷售成本 (407,692)
 

毛利 279,766

其他收入 18,017

銷售開支 (72,504)

行政費用 (68,734)
 

經營溢利 156,545

融資成本 –
 

除稅前溢利 156,545

稅項 (26,097)
 

期內溢利 130,448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966,028
 

已終止經營業務溢利 1,096,476
 

應佔已終止經營業務溢利︰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041,256

－非控股權益 55,220
 

1,096,476
 

購買、出售或贖回證券

本公司於年內並無贖回其任何股份。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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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出售本公司任何股份。

末期股息

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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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已採納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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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向本公司全體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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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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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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上市規則附錄 1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載之原則
及守則條文（「守則條文」）而訂立。

年內，本公司已一直遵守大部分守則條文，惟就守則條文第E.1.2條之偏離則除
外，並將於二零一一年年報之企業管治報告中詳細說明。本公司亦於二零一零
年年報之企業管治報告中就此方面作出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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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由
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譚振輝先生、梁偉民先生及許思濤先生所組成。於截
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委員會召開兩次會議。

結算日後事項

(a) 收購新創服務有限公司 20%股份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三日，本公司分別與兩名獨立第三方Rich Giant Investment 

Limited（「Rich Giant」）及Billion Rosy Limited（「Billion Rosy」）訂立18%買賣協議
及2%買賣協議，據此，Rich Giant有條件同意出售，而本公司有條件同意購
買新創服務有限公司（「新創」）45股股份，相當於新創已發行股本之18%，代
價為86,400,000港元；另Billion Rosy有條件同意出售，而本公司有條件同意
購買新創5股股份，相當於新創已發行股本之2%，代價為9,600,000港元。交
易已於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四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獲獨立股東批准。
完成時，新創成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收購已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九日
完成。已付代價與應佔所收購資產淨值之間的差額將於權益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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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收購 ITC Credit Co., Ltd 67%股份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二日，本集團的附屬公司Merchant Support與一名獨立第
三方 IT Cars Co., Ltd（「ITC」）訂立有條件認購協議，據此，ITC有條件同意出
售，而Merchant Support有條件同意購買 ITC Credit Co., Ltd（「ITCC」）已發行股
本67%，代價為70,000,000日圓（相當於約7,100,000港元）。完成後，Merchant 

Support於 ITCC的持股權益由33%增至 100%，因此，ITCC成為本集團的全資
附屬公司。收購已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五日完成，並將採用收購會計法列
賬。管理層尚在進行收購的購買價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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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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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un.com.hk及聯交所網頁
www.hkexnews.hk上。二零一一年年度報告書將於稍後時間在聯交所網頁及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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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經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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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成員包括五名執行董事，分別為張玉峰先生、渠萬春先
生、徐文生先生、李文晉先生及徐昌軍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張楷淳先生；以
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譚振輝先生、梁偉民先生及許思濤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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