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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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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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

業績
營業額 529,827 451,441 +17%
毛利 208,786 154,946 +35%
EBITDA 105,167 77,988 +35%
經營溢利 103,508 76,426 +35%
純利（不包括購股權計劃費用） 93,844 67,239 +40%
純利 83,376 67,239 +24%

研發開支（包括在行政費內） 31,057 18,467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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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80 0.065
－攤薄（港元） 0.080 0.065

財務比率
毛利率 39.4% 34.3%
EBITDA 利潤率 19.8% 17.3%
經營溢利率 19.5% 16.9%
淨利潤率 15.7% 14.9%  

於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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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5,266 1,994,994 -4%
資產總額 1,925,270 2,006,038 -4%
流動資產淨值 1,675,893 1,590,110 +5%
權益總額 1,685,897 1,601,154 +5%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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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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
期業績，連同二零一一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中期簡明綜合收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4 529,827 451,441

銷售成本 6 (321,041) (296,495)  

毛利 208,786 154,946

其他收入 4 17,825 7,742

銷售開支 6 (56,794) (48,540)

行政費用 6 (66,309) (37,722)  

經營溢利╱除所得稅前溢利 103,508 76,426

所得稅開支 8 (20,132) (9,187)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83,376 67,239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之每股盈利：
－基本（港元） 10(a) 0.080 0.065  

－攤薄（港元） 10(b) 0.080 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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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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 83,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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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1) 11,007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74,275 78,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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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未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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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74 10,809

租賃土地 230 235  

非流動資產總值 10,004 11,044  

流動資產
存貨 361,300 305,666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11 568,117 503,715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2,603 17,305

受限制現金 15,960 16,01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57,286 1,152,291  

流動資產總值 1,915,266 1,994,994  

資產總值 1,925,270 2,006,038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103,773 103,773

儲備 1,582,124 1,497,381  

權益總額 1,685,897 1,60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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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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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170,036 249,570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款項 45,392 140,414

應付稅項 23,945 14,900  

流動負債及負債總額 239,373 404,884  

權益及負債總額 1,925,270 2,006,038  

流動資產淨值 1,675,893 1,590,110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685,897 1,60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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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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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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除另有所指外，此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以千港元為單位呈列。

此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日獲董事會批准刊發。

此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未經審核。

2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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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此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應與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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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
所用者一致，有關政策載於該等年度財務報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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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本集團自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開始之會計年度內，現行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中並
無任何已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預期將對本集團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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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下列是已發出但在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務年度仍未生效的新準則和對現
有準則的修改，而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針對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的分類、計量和取消
確認。該準則不需在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前應用，但可提早採納。如採納，此準則
將尤其影響本集團對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會計入賬，因為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只容許非為交易目的所持有權益工具在其他綜合收益中確認公平值利得和虧損。
例如可供出售債務投資的公平值利得和虧損，因此將需要直接在損益中確認。

由於新規定只影響指定為以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負債，加上本集
團並無任何此等負債，因此對本集團金融負債的入賬並無影響。取消確認原則轉移
自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且並無變動。本集團尚未決定何
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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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基於現有原則上，認定某一主體是否
應包括在母公司的綜合財務報表內時，控制權概念為一項決定性因素。此準則提供
額外指引，以協助評估難以評估時控制權的釐定。本集團仍未評估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10號的全面影響，並有意不遲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2號「在其他主體權益的披露」包含在其他主體所有形式的權
益的披露規定，包括合營安排、聯營、特別用途工具和其他資產負債表外工具。本
集團仍未評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2號的全面影響，並有意不遲於二零一三年一
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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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為透過提供一個公平值的清晰定義和
作為各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就公平值計量和披露規定的單一來源，以改善一致性
和減低複雜性。此規定並不延伸至公平值會計入賬的使用，但提供指引說明當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內有其他準則已規定或容許時，應如何應用此準則。本集團仍未評估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3號的全面影響，並有意不遲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
開始的年度期間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改）「僱員福利」刪除了區間法和按凈注資基準計算財務成
本。本集團尚未評估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改的影響。

沒有其他尚未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或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解釋委員會）解釋公
告而預期會對本集團有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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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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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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銷售電子支付產品 520,621 444,959

提供電子支付服務 9,206 6,482  

529,827 451,441  

其他收入
利息收入 5,545 1,660

退還增值稅（附註 (i)) 11,840 5,902

其他 440 180  

17,825 7,742  

547,652 459,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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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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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美國經營業務。管理層從地
域角度按產生收入之附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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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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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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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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523 179,381 12,923 – 529,827
分類間營業額 113,903 14,560 – (128,463) –     

總營業額 451,426 193,941 12,923 (128,463) 529,827     

分類除利息支出、稅項、
折舊及攤銷前盈利╱
（虧損）（「EBITDA」） 58,873 52,399 (4,586) (1,519) 105,167
折舊 (1,370) (24) (262) – (1,656)
攤銷 (3) – – – (3)     

分類經營溢利╱（虧損）╱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57,500 52,375 (4,848) (1,519) 103,508

所得稅開支 (20,132) 

期內溢利 83,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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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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的分類資產及負債以及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非流動資產的添置如下：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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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8,766 869,995 26,509 1,925,270    

分類負債 213,754 24,451 1,168 239,373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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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的添置 678 16 26 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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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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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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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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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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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應付稅項。

非流動資產添置包括對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添置。

向董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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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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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核數師酬金 594 818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656 1,559

租賃土地攤銷 3 3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附註7）） 52,676 35,091

售出存貨成本 314,504 283,433

樓宇的經營租賃租金 5,160 3,416

研發成本 31,057 18,46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 8 –

捐贈 1,2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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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工資及薪金 37,427 31,393

社會保障及退休金成本 4,781 3,698

授予董事及僱員之購股權 10,468 –  

52,676 35,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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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開支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所得稅
－中國企業所得稅 14,867 6,978

－香港利得稅 8,943 4,810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3,678) (2,601)  

所得稅開支 20,132 9,187  

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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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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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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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股息

於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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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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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溢
利除以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千港元） 83,376 67,239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1,037,728 1,035,227  

每股基本盈利（每股港元） 0.080 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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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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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發行兩類具潛在攤薄效應的普通股：二零一一年度超
額配股權及二零一二年度購股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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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上述
方式計算之股份數目與假設因行使超額配股權應已發行之股份數目作比較。餘下
尚未行使超額配股權已於二零一一年一月十三日屆滿。購股權方面，按尚未行使購
股權所附認購權之貨幣價值計算，以釐定可按公平值（定為本公司股份期內之平均
市價）購買之股份數目。按上述方式計算之股份數目與假設購股權獲行使時應已發
行之股份數目作比較。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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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購股權有關之
潛在普通股將會對每股基本盈利產生反攤薄之影響。

11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未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附註 (a)） 454,203 430,313

減：應收賬款減值撥備 (1,933) (1,953)  

應收賬款淨額 452,270 428,360

應收票據（附註 (b)） 115,847 75,355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568,117 503,715  

(a) 應收賬款

本集團給予貿易債務人的信貸期由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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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應收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以內 283,782 290,318

91日至180日 36,352 84,058

181日至365日 105,161 21,593

365日以上 28,908 34,344  

454,203 43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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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應收賬款包括應收預扣金額43,663,000港元（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46,72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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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扣期為三至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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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以內 51,026 21,937

91日至180日 64,821 53,418  

115,847 75,355  

12 應付賬款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付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以內 144,298 228,969

91日至180日 19,964 18,904

181日至365日 5,774 1,369

365日以上 – 328  

170,036 249,570  

本集團獲供應商授予的平均信貸期介乎0至180日。



– 15 –

管理層之討論與分析

財務概覽

收入

營業額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451.4百萬港元增加17%或78.4

百萬港元至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529.8百萬港元。來自中華
人民共和國（「中國」）（香港、澳門及台灣除外）（「中國市場」）的營業額按期增加
9%或24.8百萬港元至 313.1百萬港元。同樣，海外市場營業額增加 53.6百萬港元
至216.8百萬港元，增長為33%。

各類產品營業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

POS終端機 470,032 388,863 +21%

消費者操作設備 46,211 49,378 -6%

非接觸式讀卡設備 2,825 4,143 -32%

服務 9,206 6,482 +42%

其他* 1,553 2,575 -40%  

529,827 451,441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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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388.9百萬
港元增加21%至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470.0百萬港元。營業額
增加由於期內中國市場及海外市場銷售額上升。當中尤以新興市場於歐洲、中
東及非洲（「EMEA」）的地區業務分部對海外市場銷售的增長作出重要的貢獻。

與此同時，銀行卡付款在中國市場愈趨流行。金融機構和第三方支付服務供應
商積極建立彼等的POS網絡，從而捕捉在中國市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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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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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操作設備

銷售消費者操作設備的營業額輕微下滑，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的49.4百萬港元減少6%至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46.2百萬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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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4.1

百萬港元減少32%至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2.8百萬港元。需求
下跌主要由於若干型號的POS終端機與消費者操作設備已附設內置非接觸式
讀卡器及其他額外功能。我們預期此類週邊設備的需求會因更多POS終端機與
消費者操作設備附設內置非接觸式讀卡功能而繼續下滑。

服務

提供服務的營業額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6.5百萬港元增加
42%至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9.2百萬港元。維護服務佔服務收
入的大部分，並主要來自香港。產品改裝服務貢獻其餘服務收入。維護服務與
產品改裝收入同時增加分別是由於POS終端機安裝總量增加和更多客性化產
品服務的需求。

按地區分類的營業額

59%

41% 36%64%

2012 2011

中國市場

海外市場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

中國市場 313,056 288,243 +9%

海外市場 216,771 163,198 +33%  

529,827 451,441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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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中國市場的營業額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288.2百萬港
元增加9%至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313.1百萬港元。中國市場
營業額佔總營業額 59%，而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則為 64%。增
長來自金融機構、第三方支付服務商和行業應用板塊，而在這些板塊裏以第三
方支付服務商的出貨量增長最為突出。

來自海外市場的營業額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163.2百萬港
元增加33%至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216.8百萬港元。海外市場
營業額佔總營業額41%，而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則為36%。增長
主要來自EMEA和美國及加拿大（「USC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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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
日，我們共擁有超逾 30名遍佈世界各地的海外分銷商與合作夥伴。

毛利率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毛利率為39.4%，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34.3%上升5.1個點。整體毛利的上升主要得益於海外市場
銷售毛利的提升與若干新市場的成功開拓。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主要包括增值稅退稅及利息收入。其他收入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的7.7百萬港元增加130%至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的17.8百萬港元。

銷售開支

銷售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48.5百萬港元增加17%至截
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56.8百萬港元。開支的增加與營業額增長
一致。

行政費用

行政費用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37.7百萬港元增加76%至截
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66.3百萬港元，行政費用增加主要由於研
發團隊的積極擴充、購股權計劃的費用和企業辦公室開支的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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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利及淨利潤率

由於上述因素，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純利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的67.2百萬港元增加24%至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83.4百萬港元。

淨利潤率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14.9%輕微增加至截至二零
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15.7%。淨利潤率上升主要由於毛利率改善，惟
部分被行政費用佔總營業額之百分比及實際稅率增加所抵銷。

前景

時至今日，百富環球科技有限公司（「百富環球」或「本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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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名。

中國市場

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系的中國，近年來經濟增長迅速，但整體POS終端機的
滲透率仍遠低於其它發達的成熟市場如美國。随着銀行卡受理環境不斷改善，
更多消費者已養成用卡消費習慣。其他因素包括日益普遍的行業應用如商戶
的會員卡及預付卡等以及中國政府支持發展國家電子支付設施，都推動了整
個行業的發展並帶給POS終端機解決方案供應商巨大的商機。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中國人民銀行已向超過150家第三方發出支付
牌照，該等部分持牌第三方支付營運商已開展為商戶安裝POS終端機；部分行
業人士估計此新增市場板塊的需求增長將會遠遠高於其他市場板塊。最終預
期第三方支付營運商將迅速壯大，同時改善客戶的集中度，並為行業帶來更多
增長。

金融機構等POS終端機買家預期繼續積極為商戶安裝終端機，以發展信用卡收
費業務，在這個全球其中一個增長最快的支付市場分一杯羹。以區域而言，第
二、三線城市和縣級農村的POS終端機滲透率遠低於一線城市，中國人民銀行
也多次發出指引鼓勵商業銀行向農村地區推廣非現金支付，把POS終端支付系
統帶到中西部廣大市場，在此等區域擁有完善分行網點的金融機構預計將會
加大力度，採購及配置POS終端機。

由於大部分此類金融機構正是百富環球的現有客戶，我們也預期從中分享到
這市場板塊的快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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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將繼續針對個別市場板塊，開發切合客戶需要的產品、技術支援及服
務，同時，本集團將加強客戶關係管理及提升銷售網絡，以鞏固我們現有的市
場領導地位。

總體而言，作為中國市場一家居領導地位的機構，本集團將繼續在祖國市場快
速增長的勢頭中得益。

海外市場

巨大的海外市場（包括香港、澳門和台灣），從行業整體而言（特別是新興市場如
非洲、中東和拉丁美洲等），尚未因當前經濟不景氣而受到太大的影響。不少新
興市場是由政府機構推動或統籌電子支付系統的建設，所以規模遠較純粹由
非政府機構主導的項目為大，此情況為百富環球帶來無限機遇。

近距離無線通訊（「NFC」）技術在支付領域之廣泛應用與Europay、Mastercard及
Visa（「EMV」）遣移等催化劑帶動多個成熟市場之強勁需求。百富環球的主流產
品均兼容NFC。經歷十一年來不斷開拓海外市場的經驗，百富環球累積豐富寶
貴的海外銷售經驗和建立具規模的銷售渠道，並於EMEA、拉丁美洲及獨聯體
（「LACIS」）、亞太區（「APAC」）和USCA市場分部成立業務單位及國際銷售團隊。
我們已基本完成「全球佈局」，覆蓋全球各主要市場。

事實證明我們的全球策略是正確的，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我們在尼日利亞取
得重大突破，並在USCA取得令人鼓舞的成績。

百富環球的品牌、產品技術和質量、良好的聲譽再次得到國際市場的肯定。

百富環球現為中國少數擁有PCI、EMV Level 1和Level 2認證的POS終端機解決方
案供應商。此外，百富環球取得TQM、PayPass和payWave認證。這些資質使我們
具有實力抓緊龐大海外市場的機遇。

於二零一二年下半年，本集團將繼續開拓其他金磚四國（俄羅斯、南非、印度及
巴西）、其他新興市場和海外重要的成熟市場，為來年廣播銷售的種子。USCA

作為百富環球的其中一個策略性市場，我們會繼續擴充當地優秀的團隊，以取
得更大的市場份額。管理層相信，海外市場在可見的將來會維持高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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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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本營的強勢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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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終端機解決方案市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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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POS終端機解決方案領跑者之一的軌
道前進。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現金及短期銀行存款957.3百萬港元（二零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52.3百萬港元）。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
錄得流動資產淨值1,675.9百萬港元，而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1,590.1

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用於經營活動的現金淨額為
197.2百萬港元，而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則為113.6百萬港元。

資本架構及抵押詳情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借貸（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無）。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約115.9百萬港元、717.2百萬港元、123.4百萬
港元及0.8百萬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15.3百萬港元、709.5百萬港
元、125.9百萬港元及1.6百萬港元）之現金結餘分別以人民幣、港元、美元及歐
元計值。

重大投資

除本公佈披露者外，本集團於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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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本公佈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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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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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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8

擴大分銷網絡 120.8 46.3

潛在併購 282.1 –

一般營運資金 80.6 80.6  

805.9 181.7  

所得款項淨額的餘下部分已存入香港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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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協議或購買任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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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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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擁有 514名僱員。下表載列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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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研發 279

質檢 12

行政及人力資源 15

會計 11

生產、採購及存貨控制 22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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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亦會資助選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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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提供一
致性。

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該計劃」）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一日的董事會決議案採
納，發行合共不超過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日（即本公司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日期）已發行股份總面值的10%（即100,000,000股股份）（但須按照該計劃之條款及
遵守上市規則之有關規定）。

該計劃旨在獎勵曾對本集團作出貢獻的員工，並鼓勵參與者為本公司及其股
東的整體利益，努力提升本公司及其股份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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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計劃已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一日生效，除非另行撤銷或修訂，否則該計劃將
自生效當日起十年期間一直有效。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二日，80,400,000份購股權按行使價每股1.23港元授予若
干董事及僱員。購股權歸屬承授人，30%購股權於授出日期歸屬，另外30%購股
權於授出日期一週年歸屬，其餘40%購股權於授出日期兩週年歸屬。該等購股
權將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屆滿。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並無行使任何購股權。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贖回其任何股份。於截至
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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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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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指引不低於根據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條款的標準要求。

企業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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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至二零
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所載之原則（「原則」）及守則條文（「守則條文」）及經修訂企
業管治守則（由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起生效）（統稱為「企業管治守則」）訂立。

於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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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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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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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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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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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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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登業績公佈及中期報告書

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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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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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文所載二零一二年中期財務資料並不構成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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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中期
報告書內之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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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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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