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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一一／二零一二年年度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營業額為十四億二千九百萬港元，上升百分之七 
 本年度溢利為八千零二拾萬港元，下降百分之五 
 經調整之未計入利息、稅項、折舊及攤銷之盈利（不包括減值）為六億一千四百萬港元，

上升百分之三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利為八千零五拾萬港元，下降百分之四 
 每股盈利為 1.07 港仙 

 

看通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或「看通」）之董事會（「董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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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度之經審核綜合業績，連同二零一一年之比較數字如下：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止年度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1,429,281  1,341,006
銷售成本  (1,110,903)  (1,059,997)
毛利總額  318,378  281,009
其他收入  8,175  5,840
分銷成本  (33,578)  (38,979)
一般及行政支出  (94,218)  (87,609)
就按金及預付開發成本所確認之減值虧損  (104,174)  (65,720)
研究及開發成本支出  (13,757)  (9,768)
財務成本  (814)  (586)
除稅前溢利  80,012  84,187
稅項抵免 4 167  133
本年度溢利  80,179  84,320
其他全面收益（支出）：    
換算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1,149  (2,134)
本年度全面收益總額  81,328  82,186

應佔本年度溢利：    
本公司擁有人  80,474  84,025
非控股股東權益  (295)  295

  80,179  84,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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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佔本年度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81,664  81,797
非控股股東權益  (336)  389

  81,328  82,186

每股盈利 6   
－ 基本  1.07 港仙  1.44 港仙

 
 
綜合財務狀況表 
於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流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6,773 48,556
系統及網絡之開發成本  1,175,896 1,025,301
商譽  36,795 36,795
無形資產  - -
按金及預付開發成本  1,172,316 1,490,990

  2,431,780 2,601,642
流動資產   

存貨  20,608 25,559
應收貿易及其他賬款 7 809,020 458,756
可收回稅項  9 10
存款、銀行結餘及現金  116,233 248,552

  945,870 732,877
流動負債   

應付貿易及其他賬款 8 66,473 72,207
保養撥備  1,229 1,445
銀行借貸 － 於一年內到期  28,870 33,198
透支  - 5,488

  96,572 112,338
流動資產淨值  849,298 620,539
資產總值減流動負債  3,281,078 3,222,181
非流動負債   

退休福利承擔  50,389 61,337
遞延稅項  - 169

  50,389 61,506
資產淨值  3,230,689 3,160,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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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千港元 千港元

股本及儲備   
股本  750,458 749,253
儲備  2,459,177 2,407,49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3,209,635 3,156,748
非控股股東權益  21,054 3,927
  3,230,689 3,160,675
 
 
綜合財務報告附註 
截至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止年度 
 
1. 編製基準及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採納 

 
綜合財務報告乃根據歷史成本基準及按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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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歷史成本一般按換取貨品所付代價之公平價值計量。此外，綜合財務報告亦載入香

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例所規定之適用披露資料。 
 
於本年度，本集團已採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於二零一一年七月一日開始之會計期間強制生效之若干新

訂及經修訂準則及修訂本。於本年度應用該等準則及修訂本對本集團本會計期間及過往會計期間之綜合財務

報告並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及詮釋。本公司董事仍在評估此等新訂

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及詮釋將對綜合財務報告造成之影響。 
 

2. 營業額及分類資料 
 
(a) 營業額 

 
營業額指年內本集團向外界顧客出售產品及提供服務之已收及應收款項、已收及應收特許權費用及租賃

收入。 
 
本集團之營業額包括下列各項：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系統及產品 831,029  755,937
軟件特許權 512,412  504,847
提供服務 62,618  57,702
租賃系統產品 23,222  22,520
 1,429,281  1,341,006
 

(b) 分類資料 
 
經營分類乃根據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會計政策而制定之內部管理報告識別，並由本公司執行董事定

期審閱以分配資源予各分類並評估其表現。  
 
本集團業務過往劃分成三個經營分類：系統銷售、特許權及其他、租賃系統產品及策略性投資。年內，

本公司執行董事於出售本集團所有可供出售投資予獨立第三方後改變本集團內部組織架構以作資源分

配及表現評估。於作出相關改變後，本集團業務現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 號『經營分類』劃分兩個

經營分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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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銷售、特許權及其他 – 包括銷售系統產品、軟件特許權及訂製、與提供相關服務、及銷售文化

產品之收入 
▪ 租賃系統產品 – 包括租賃系統產品之收入 
 
經營及可報告分類之會計政策與綜合財務報告中所述之本集團會計政策相同。分類業績指各分類所賺取

之除稅前溢利（虧損），不包括利息收入、財務成本、及未分配收入與開支（如中央行政成本及董事薪

酬等）。此乃向本公司執行董事 - 主要經營決策者 - 報告之計量方式以供其作出資源分配及分類表現

評估。 
 

有關上述分類之資料呈報如下： 
 

系統銷售、

特許權及其他 租賃系統產品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止年度   
營業額   
對外銷售及總收入 1,406,059 23,222  1,429,281

業績   
分類業績 88,587 1,503  90,090
利息收入   4,875
財務成本   (814)
未分配開支 - 淨額   (14,139)
除稅前溢利   80,012

   
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年度   
營業額   
對外銷售及總收入 1,318,486 22,520  1,341,006

業績   
分類業績 91,785 (268)  91,517
利息收入   4,629
財務成本   (586)
未分配開支 - 淨額   (11,373)
除稅前溢利   84,187

 
系統銷售、

特許權及其他 租賃系統產品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止年度   
用於計量分類溢利或虧損之金額：   

折舊及攤銷 427,849 1,424  429,273
就按金及預付開發成本所確認之 

減值虧損 104,174 -  104,17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8) -  (8)
   

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年度   
用於計量分類溢利或虧損之金額：   

折舊及攤銷 446,606 944  447,550
就按金及預付開發成本所確認之 

減值虧損 65,720 -  65,72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38) -  (38)

 

由於本公司執行董事未有就資產及負債作出定期審閱，故未有將其納入於分類報告內計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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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地區資料 
 

本集團分別按客戶及資產所在地劃分之收入及非流動資產分析載列於下表： 
 

收入 非流動資產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年度 於六月三十日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中華人民共和國（包括香港及澳門） 976,362 886,369  2,386,689 2,555,233
歐洲（主要為英國及德國） 354,546 354,011  43,046 43,955
其他 98,373 100,626  2,045 2,454

1,429,281 1,341,006  2,431,780 2,601,642
 

3. 折舊及攤銷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攤銷：   
系統及網絡之開發成本（計入銷售成本內） 418,847  437,832
無形資產（計入一般及行政支出內） -  590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計入一般及行政支出內） 10,426  9,128
折舊及攤銷總額 429,273  447,550

 

4. 稅項抵免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抵免包括：   
遞延稅項 (167)  (133)

  

香港利得稅乃以源自香港之估計應課稅溢利按 16.5%（二零一一年：16.5%）之稅率計算。由於本集團之收入

既非於香港賺取，亦非源自香港，故並未作出稅項撥備。其他司法地區之稅項乃按個別司法地區各自採用之

稅率計算。 
 
實際稅率偏低之原因為本集團大部分溢利既非於香港賺取，亦非源自香港，故毋須繳納香港利得稅，而此等

溢利已獲豁免於澳門所得稅或毋須於其他司法地區繳納任何稅項。 
 

5. 股息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按以股代息方式派發相等於每股 0.2 港仙（二零一一年：0.2 港仙） 
之二零一二年度擬派末期股息，可選擇現金 15,009  14,985

按以股代息方式派發相等於每股 0.2 港仙（二零一一年：0.2 港仙） 
之二零一二年度中期股息，可選擇現金 14,997  10,608

 30,006  25,593
 

二零一二年度擬派末期股息乃按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之已發行股份 7,504,575,951 股（二零一一年: 
7,492,522,578 股）計算。 
 

6. 每股盈利 
 
每股基本盈利乃根據本年度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利 80,474,000 港元（二零一一年：84,025,000 港元）及已發

行之加權平均股份數目 7,495,929,000 股（二零一一年：5,834,004,000 股）計算。 
 
由於兩年內並無潛在攤薄普通股，因此於截至二零一二年及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年度內並未呈列經攤薄

每股盈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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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應收貿易及其他賬款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易賬款 374,118  339,128
預繳供應商款項 406,526  93,332
其他賬款 28,376  26,296
 809,020  458,756

 

本集團就其貿易客戶實行明確之信貸政策。根據彼等之信用、服務及貨品之性質、行內規範及市場情況而給

予客戶介乎 30 日至 180 日之信貸期。預繳供應商款項及應收其他賬款並無抵押、不計息及可退還，並預計於

報告期完結後十二個月內兌現。 
 
應收貿易賬款於報告期完結時根據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呈列如下：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千港元  千港元

0 - 60 日 157,067  158,826
61 - 90 日 118,731  117,979
91 - 180 日 98,320  62,317
> 180 日 -  6
 374,118  339,128

 

8. 應付貿易及其他賬款 
 
於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應付貿易及其他賬款之結餘包括 9,737,000 港元（二零一一年：15,881,000 港元）

之應付貿易賬款。應付貿易賬款於報告期完結時根據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呈列如下：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千港元  千港元

0 - 60 日 9,454  11,798
61 - 90 日 90  522
91 - 180 日 73  1,976
> 180 日 120  1,585
 9,737  15,881

 

購買貨品之信貸期介乎 30 日至 60 日。 
 
 應付其他賬款主要為預收款項及預提費用。 
 
 
末期股息及以股代息計劃 
 
董事會建議向於二零一二年十二月七日名列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派發截至二零一二年六月三

十日止年度之末期股息每股 0.2 港仙（二零一一年：每股 0.2 港仙），惟須待股東於二零一二年

十一月三十日本公司即將召開之股東週年大會上通過方可作實。計入二零一二年五月二十五日

派發之中期股息每股 0.2 港仙（二零一一年：每股 0.2 港仙）後，全年股息預計為每股 0.4 港仙

（二零一一年：每股 0.4 港仙）；全年派息總額預計為三千萬港元，去年之比較數字為二千六百

萬港元。 
 
該等末期股息將會根據以股代息之方法，以入賬列作繳足股款之本公司新股向股東配發；股東

亦可選擇收取現金作為全部或部分股息以代替上述獲配發之股份（「以股代息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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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股代息計劃須獲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交易所」）上市委員會批准按該計劃而發行的股

份上市並准予買賣後，方可作實。載有以股代息計劃詳情之通函及選擇表格將在實際可行情況

下儘快寄予本公司股東。 
 
按照以股代息計劃發行之股票及股息權證預期將於二零一三年二月六日或之前送達合資格股

東。 
 
 
暫停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將於二零一二年十二月六日起至二零一二年十二月七日（包括首尾兩

日）止期間暫停辦理本公司股份過戶及登記手續。為符合獲派上述末期股息及以股代息計劃之

資格，所有股份過戶文件連同有關股票，須於二零一二年十二月五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

公司在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8 號金鐘

匯中心 26 樓。 
 
 
管理層討論及分析 
 
財務業績 
 
回顧年度（「回顧年度」），營業額上升百分之七至十四億二千九百萬港元，去年同期（「去年同

期」）之比較數字為十三億四千一百萬港元。回顧年度之溢利為八千零二拾萬港元，下降百分之

五，去年同期之比較數字為八千四百三拾萬港元；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利為八千零五拾萬港元，

去年同期之比較數字為八千四百萬港元，下調百分之四；回顧年度每股盈利為 1.07 港仙（二零

一一年：1.44 港仙）；雖然公營及商營機構採購意欲受壓，透過提升產品組合本集團毛利率輕微

上升至百分之二十二 (二零一一年：百分之二十一）。回顧年度之未計入利息、稅項、折舊及攤

銷之盈利下降百分之四至五億一千萬港元，去年同期之比較數字為五億三千二百萬港元。面對

仍然不明朗的經濟環境及嚴峻的市場條件，本集團採取審慎措施，就系統及網絡之按金及預付

開發成本確認一億零四百萬港元（二零一一年：六千六百萬港元）之減值虧損。不包括減值虧

損後，經調整之未計入利息、稅項、折舊及攤銷之盈利上升百分之三至六億一千四百萬港元，

去年同期之比較數字為五億九千八百萬港元。 
 
集團持續檢討及執行成本控制措施，分銷成本下降百分之十四至三千三百六拾萬港元（二零一

一年：三千九百萬港元）；一般及行政支出上升百分之八至九千四百二拾萬港元（二零一一年：

八千七百六拾萬港元）。僱員成本下降百分之六至九千二百二拾萬港元（二零一一年：九千七百

八拾萬港元）；硏究及開發成本支出則上升百分之四十一至一千三百八拾萬港元（二零一一年：

九百八拾萬港元）。折舊及攤銷支出下降百分之四至四億二千九百萬港元（二零一一年：四億四

千八百萬港元），此乃因應全球不明朗經濟環境而延緩推出新項目所致。 
 
財務成本維持低水平於八拾萬港元（二零一一年：六拾萬港元），集團財務狀況正面，保持淨現

金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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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中國受到出口需求下調及內需減弱的影響，經濟增長放緩的壓力越來越大。有賴於中央政府對

科技界別的支持，集團對國內業務處之泰然。其銷售與推廣訂製解決方案及產品之活動繼續進

行，然而發展卻因應部分新項目延期推出而有所放緩。儘管如此，集團透過提升產品組合及推

出新服務和方案，銷售取得温和增長。於回顧年度，中國市場之銷售額為九億七千六百萬港元，

上升百分之十，去年同期為八億八千六百萬港元。在此艱難的信貸經營環境下，增長相對疲弱。 
 
集團於歐洲的銷售狀況持續受到該區不穩定經濟氣候所影響。歐洲多國政府紛紛採取緊縮措

施，削減開支及延緩推出項目，尤其是集團於英國的業務，受到當地政府數十年來最大幅度的

削減支出而導致下調。集團繼續專注於緊急通信服務、英國國家健康服務處（National Health 
Services）項目及消防監控界別，當中某些項目需延緩推出，亦有部分項目需削減預算或甚至擱

置。然而，有賴其特設產品及新服務組合能迎合客戶需求，本集團仍能維持其業務經營。為了

緩和英國業務之不足，集團努力拓展其他歐洲市場，充份利用其一系列創新個人保安產品、緊

急通信及醫療服務所採用之中央信息處理及管理方案作賣點。德國為集團於歐洲的重點市場，

惟其前景卻被鄰近國家的疲弱經濟基礎所籠罩，導致歐洲整體經濟不明朗。集團來自歐洲業務

之營業額維持平穩至三億五千五百萬港元，去年同期之比較數字為三億五千四百萬港元。 
 
與此同時，集團於澳紐及中東市場錄得正面業績，其固有的系統產品及個人保安方案之銷售錄

得滿意增長。 
 
於電子彩票及網上娛樂方面，看通繼續投放資源，提升整合博彩技術解決方案、電子付款渠道

及銷售網絡。國內於本年初實施有關彩票管理的新規定，為彩票和無紙化彩票之分銷以及行業

理性化的綜合發展奠定了基礎。此舉或可標誌為有秩序地開放國內的彩票市場，而看通此等創

新的服務供應商，期望可於彩票價值鏈的不同環節擴展其業務。儘管如此，集團會定期檢討該

等電子彩票相關投資項目，以決定進度是否合乎原定計劃發展，同時能否達到預期效益。 
 
 
展望 
 
由於歐洲的債務危機仍然持續、美國經濟不明朗、以及憂慮中國經濟能否維持高增長，環球市

場依然不穩定。因此，本集團在推行其業務計劃將繼續提高警覺。 
 
過往多年，本集團一直緊隨國家經濟發展的策略方向，並成功從國家的政策中獲取商機，如受

惠於國家對資信科技及電信界別的支持。展望未來，集團將保持審慎態度，投資於有良好增長

前景的互補業務。除了致力投資於科技及創新解決方案以維持增長，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中

央已定下振興文化產業為重點項目，因應國家政策，本集團計劃擴展其業務至文化領域。 
 
文化產業通常被視為信息經濟的一部分，於某些國家亦被稱為創意產業。廣義而言，文化產業

涵蓋多個範疇，當中科技創新、軟件及資料庫研發、電信服務，以及硬件及電子器材製造均屬

於文化產業的範圍。集團於過往十年來不斷參與及贊助多項文化項目，當中包括由中華世界文

化遺產保護基金主辦、深受各界歡迎的「祥和」系列展覽，展出數以千計稀有珍貴的藝術品及

古董文物；其他大型項目包括「法國五月」、「華采巴黎 1730–1930：中國精神‧法國品味」、「世

界文明瑰寶 – 大英博物館藏珍展」、「天火遺珍 – 羅馬帝國的遊樂與文物」。該等活動讓集團

於國內及海外在文化與相關活動領域累積相關知識，並拓展商業聯繫。此外，持續參與國際及

地區性的文化交流活動，亦有助集團豐富其於文化業務方面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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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科技、創意和文化藝術，以及夥拍專業伙伴，集團已開發一系列全面為客戶度身訂造的綜

合解決方案，包括網上藝廊的設計及內容數碼化，以提供一站式電子商貿平台及基建，有助於

消費市場營銷及推廣文化藝術藏品。國內文化產業市場近年進一步開放，以及全球消費者對中

國文化及其文化遺產的興趣不斷提高，均有助集團開拓新商機，冀望能利用集團的廣大客戶群

及環球分銷網絡，於創意及信息產業這個範疇，透過一系列的文化相關業務以開拓收入來源。 
 
 
現金流動性及財務資源 
 
財務狀況及借貸 
 
集團回顧年度內財務狀況維持正面，貸款權益比率處於低水平。集團主要透過內部營運資源、

資本市場財務工具及銀行借貸作為營運及業務開發資金。 
 
於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集團由存款、銀行結餘及現金組成之流動資金合共一億一千六百萬

港元（二零一一年：二億四千九百萬港元）。流動資產約為九億四千六百萬港元（二零一一年：

七億三千三百萬港元），而流動負債則約為九千七百萬港元（二零一一年：一億一千二百萬港

元）。集團保持良好財務流動性，流動資產淨額為八億四千九百萬港元（二零一一年：六億二千

一百萬港元）。按集團貸款總額二千九百萬港元（二零一一年：三千九百萬港元）除以本公司擁

有人應佔權益三十二億一千萬港元（二零一一年：三十一億五千七百萬港元）計算，集團之貸

款權益比率為 0.009（二零一一年：0.012）。 
 
於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集團總貸款主要包括銀行貸款二千八百九拾萬港元（二零一一年：

銀行貸款為三千三百二拾萬港元及透支為五百五拾萬港元）。所有借款均須按要求還款或須於一

年內償還。二千五百九拾萬港元（二零一一年：三千一百二拾萬港元）之銀行貸款以本集團賬

面值為八百一拾萬港元（二零一一年：八百五拾萬港元）之土地及樓宇作抵押。回顧年度內之

財務成本為八拾萬港元（二零一一年：六拾萬港元）。 
 
庫務政策 
 
集團一直遵從審慎理財守則，財務狀況維持正面，貸款權益比率處於低水平。集團主要透過內

部營運資源、資本市場財務工具及銀行借貸作為營運及業務開發資金。 
 
所有借貸均由本公司附屬公司運用，按浮動利率計息，並均以當地貨幣計值，本集團有關借貸

之外匯風險不大。 
 
集團並無進行任何有關投機性衍生工具或結構性產品之交易、利率或匯率之投機買賣活動。集

團之一貫政策是透過配對外幣收入及支出直接管理外匯風險；假如預計可能出現外匯風險，集

團將運用合適之對沖工具。 
 
資本承擔 
 
於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本集團已授權但未簽署合約之資本承擔約為六千九百萬港元（二零

一一年：九千八百萬港元）。該等資本承擔乃預留作購入物業、廠房與設備，以及發展系統及網

絡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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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本年度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守則 
 
於本年度內，本公司遵守交易所證券上市規則附錄 14《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已聯同本集團管理層審閱本集團採用之財務及會計政策及實務、其內部監

控及財務申報事宜，以及上述年度業績。 
 

承董事會命 
主席 

簡文樂 
 

香港，二零一二年九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簡文樂博士及黎日光先生；非執行董事為簡堅良先生、夏

淑玲女士及 Paul Michael James Kirby 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 Frank Bleackley 先生、崔玖

教授及何慕嫻女士。 
 
#  僅供識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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