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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業績 千港元 千港元 +/(-)

收入 1,472,488 1,313,330 +12%
毛利 541,129 464,187 +17%
EBITDA 269,920 226,631 +19%
經營溢利 266,190 223,256 +19%
年內溢利（不包括購股權
 計劃費用） 240,240 203,332 +18%
年內溢利 226,540 182,959 +24%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

每股盈利
 — 基本（港元） 0.218 0.176 +24%
 — 攤薄（港元） 0.211 0.176 +20%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主要資產負債表項目 千港元 千港元 +/(-)

資產總值 2,832,808 2,193,760 +29%
負債總額 745,686 382,926 +95%
權益總額 2,087,122 1,810,834 +15%



– 2 –

百富環球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或「百富」）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
合全年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比較數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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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為一家電子支付銷售點（「EFT-POS」）終端機解決方案供應商，主要從事
開發及銷售EFT-POS產品及提供相關服務（統稱「EFT-POS終端機解決方案業務」）。
本集團為中國EF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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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T-POS終端機解決方案銷往海外逾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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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利亞、巴西及俄羅斯。目前，本集團於全球各地有超
過80個分銷商和合作夥伴。

市場概覽

近年來行業內活躍的併購活動，為百富在成熟和新興市場提供巨大的商機。
經多年的努力，百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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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年 的18%增 加 至 二 零 一 三 年 的
29%。預期海外市場對總營業額的貢獻，在來年還會繼續增加，這趨勢奠定了
我們邁向全球領先EFT-POS終端機解決方案供應商之一的基礎。

中國市場

銀行卡受理環境的持續改善及卡支付交易的增長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的資料，截至二零一三年底，中國聯網銀行卡商戶超過7.63
百萬戶（二零一二年底：4.83百萬戶），聯網EFT-POS終端機至二零一三年底增
至超越10.63百萬台（二零一二年底：7.12百萬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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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三年底，國內合共已發行了42.14億張
銀行卡，較二零一二年底增長了 19%，於二零一三年底人均大約持有3.11張銀
行卡。以銀行卡消費付款的習慣和受理範圍已經從傳統商業零售、餐飲、酒
店等順利推廣至醫療、教育、運輸、保險和電訊服務。中國已成為全球銀行卡
產業發卡最多、發展最快、最具潛力的國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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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政策推動下二、三線城市和農村地區成市場另一增長點

以區域而言，二、三線城市和縣級農村的EFT-POS終端機滲透率遠低於一線城市。
隨著國內經濟的深入發展，這些區域的中小商戶對銀行卡的使用需求越來越
強烈，亦基本具備了銀行卡推廣普及的條件基礎。中國人民銀行也多次發出
指引，如公佈「關於改善農村地區支付服務環境的指導意見」，並明確提出「農
村地區支付服務環境」建設的指導思想、目標與具體措施；鼓勵金融機構向農
村地區推廣非現金支付，並把EFT-POS終端支付系統帶到中西部廣大市場。在
該區域擁有完善分行網絡的金融機構已加大力度採購及配置EFT-POS終端機，
而此類農村金融機構大都正是百富的現有客戶，我們會從中分享到這細分市
場的增長。

第三方支付營運商創造新的市場格局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中國人民銀行向250家第三方支付營運商
（「營運商」）發出支付牌照，其中47家營運商擁有銀行卡收單資質，該批持牌營
運商已陸續開展為商戶安裝EFT-POS終端機，而這些商戶很多都是以前金融
機構所忽略的客戶群。此新增市場板塊的需求有數倍的增長，遠遠高於其他
市場板塊。我們預期未來幾年將是營運商EFT-POS終端機鋪網的快速擴張期。
今天，收單業務市場已出現銀聯商務有限公司（「銀聯商務」）、金融機構和營運
商三分天下的局面。營運商的迅速壯大改善了我們客戶的集中度，並為行業
帶來更多的增長。

海外市場

新興市場的巨大增長空間

新興市場EFT-POS終端機滲透率遠低於成熟市場，隨着新興市場的中產階級
興起，將加速當地金融電子化步伐。同時，政府的推動亦是俄羅斯、中東與非
洲各國增長的催化劑。亞洲的印度、印尼、非洲的尼日利亞、南美、中亞與中
東在未來數年對EFT-POS終端機的需求將會有強勁的增長。

新認證要求及技術提升帶來巨大的商機

一些國家如澳洲買家已開始採納最新最高的PCI認證。這既是挑戰亦是機遇，
百富的新系列產品已通過最高的國際認證。而近距離無線通訊（「NFC」）日益廣
泛應用的趨勢，與Visa和MasterCard對非接卡的推廣不無相關。隨着PayPass與
payWave非接卡的大力推廣，對NFC產品的需求特別在成熟市場將大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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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ay, MasterCard和Visa（「EMV」）遷移與行業整合帶來的擴張機遇

美國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EMV遷移，根據行業專家的估計，在未來三年美國
每年EFT-POS終端機的需求量將從現有水平大幅度的提升。在過去的五年，行
業的併購頻繁，現百富已成為為數很少的國際性主流EFT-POS終端機解決方
案供應商。百富的全球排名前列，有完整產品線，基本完成了「全球佈局」；同
時我們的產品可銷售到全球各主要市場並為合作夥伴提供服務支援。百富會
繼續好好運用良好的國際聲譽，我們有信心和能力去捕捉行業整合所帶來的
擴張機會。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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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

收入 1,472,488 1,313,330 +12%
毛利 541,129 464,187 +17%
其他收入 50,075 28,408 +76%
其他收益 — 淨額 303 1,671 -82%
銷售開支 (131,124) (113,674) +15%
行政費用 (194,193) (157,336) +23%
經營溢利 266,190 223,256 +19%
所得稅開支 (39,650) (40,297) -2%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年度溢利 226,540 182,959 +24%

EBITDA 269,920 226,631 +19%
研發開支（包括在行政費用內） (94,480) (82,808) +14%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

流動資產總值 2,824,424 2,183,266 +29%
非流動資產總值 8,384 10,494 -20%
資產總值 2,832,808 2,193,760 +29%
負債總額 745,686 382,926 +95%
流動資產淨值 2,078,738 1,800,340 +15%
權益總額 2,087,122 1,810,83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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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

每股數據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的每股盈利
 — 基本（港元） 0.218 0.176 +24%
 — 攤薄（港元） 0.211 0.176 +20%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財務比率
毛利率 36.7% 35.3%
EBITDA率 18.3% 17.3%
淨利潤率 15.4% 13.9%

收入

營業額由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1,313.3百萬港元增加12%
或159.2百萬港元至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1,472.5百萬港元。
來自中國市場的營業額按年增加14%或127.2百萬港元至1,046.1百萬港元。同樣，
海外市場營業額增加32百萬港元至426.4百萬港元，增長8%。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

EFT-POS終端機 1,366,580 1,168,755 +17%
消費者操作設備 48,348 104,072 -54%
非接觸式讀卡設備 16,407 14,396 +14%
服務 20,687 18,459 +12%
其他* 20,466 7,648 +168%

   

1,472,488 1,313,330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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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T-POS終端機

銷售EFT-POS終端機的營業額由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1,168.8
百萬港元增加17%至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1,366.6百萬港元。
營業額增加由於年內中國及海外銷售額上升。亞太區（「APAC」）、拉丁美洲及
獨聯體（「LACIS」）與美國及加拿大（「USCA」）的地區業務分部貢獻了海外銷售
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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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銀行卡付款在中國日漸流行。除銀聯商務外，金融機構和營運商
積極建立彼等的EF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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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於稅控和加快經濟流通的考慮，近年的
國家政策著重支持電子交易網絡的建立並把扣率減低鼓勵商戶接受電子支付，
這些措施均進一步刺激EF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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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104.1百萬港元下跌54%至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48.3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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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14.4百萬港元增加14%至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16.4百萬港元。
此種輔助舊機型的設備需求增加主要來自APAC的新興市場，在這些地區NFC
的應用正在逐漸興起。而非接觸式讀卡器設備正是購買已附設內置非接功能
的新型號EFT-POS終端機於過渡期內比較廉宜的選擇，這是此類產品在這些
地區受歡迎的原因。

服務

提供服務的營業額由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18.5百萬港元
增加12%至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20.7百萬港元。維護服務
佔服務收入的大部分，主要來自香港，並貢獻服務收入增長的主要部分。

按地區分類的營業額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

中國市場 1,046,095 918,935 +14%
海外市場 426,393 394,395 +8%

   

1,472,488 1,313,330 +12%
   

中國市場及海外市場營業額以最終客戶所在地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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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中國市場的營業額由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918.9百萬
港元增加14%至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1,046.1百萬港元。相
對較低的EF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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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T-POS終端機創造
了可觀的增長需求。此外，銀聯商務、金融機構與營運商會繼續在商戶設置
EF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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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4.4百萬港元增加8%至截至二
零 一 三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的426.4百 萬 港 元。增 長 主 要 來 自APAC、
LACIS及USCA地區分部的銷售額增加。海外市場營業額佔總營業額29%，而上
一個會計年度則為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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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日本及澳洲。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們共擁有超逾80名遍佈世
界各地的海外分銷商與合作夥伴。

毛利率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毛利率為36.7%，較上一個會計年度
35.3%上升1.4個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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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百萬港元增加76%至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50.1百萬港元，主要由於增值稅退稅及利息收入的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 淨額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內購入上市證券。證券獲分類為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溢利或虧損的
金融資產。於二零一三年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溢利或虧損的金融資產
的公平值變動及出售收益記錄於「其他收益 — 淨額」，金額約為 0.3百萬港元，
而二零一二年則為1.7百萬港元。所有上市公司證券均在二零一三年內售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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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開支

銷售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113.7百萬港元增加15%
至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131.1百萬港元。開支的增加主要
由於僱員薪酬和福利、廣告費用和運費的增加所致。

行政費用

行政費用由上一個財政年度的157.3百萬港元增加23%至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194.2百萬港元，主要反映研發成本與僱員薪酬的增加與
一次性陳舊存貨撥備。

純利及純利率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年內純利由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183.0百萬港元增加24%至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226.5百萬
港元。

純利率由上一個財政年度的13.9%改善至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的15.4%。純利率的改善主要由於其他收入的增加，實際稅率的減少，及
毛利率的改善，但部份與銷售和行政費用的增加而抵消所致。

前景

自百富成立以來，已售出超過5百萬台EFT-POS終端機至超過80個國家及地區，
並 與 超 過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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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三年十月發出的報告，百富於二零一二年的EFT-POS終
端機出貨量名列全球第4名。

行業趨勢

綫下支付仍為主導

從二零一一年中國人民銀行發出第三方支付牌照起，已有多家排名前列的綫
上支付服務商如滙付天下等拿到綫下銀行卡收單的資格，並大力發展其綫下
業務，並取得巨大的業務增長，眼見為實，綫上支付的發展並沒有壓擠綫下
支付的蓬勃發展，而營運商大力發展其綫下業務的行動是綫下支付領域機會
處處的另一例證。根據第三方的統計數字，從成熟支付市場的數字來看，綫
上和綫下支付的比例為88%至98%是綫下，而餘下的2%至12%為綫上，這數字
證明了綫下支付仍佔絕大比例。

無論在安全性、稅控、扣率的考慮上，綫下支付還是首選。這趨勢不會在未來
三至五年有巨大改變。而身為電子支付終端解決方案供應商的角色，有其無
可代替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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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術的運用

擁有NFC非接功能的EFT-POS整體滲透率暫時仍不高，但隨着非接卡發行的增
加和越來越多智能手機具備NFC功能及移動支付的興起，擁有NFC功能的機
型 需 求 相 信 會 增 加。其 他 技 術 如 二 維 碼 掃 描（QR-Code）、聲 波 確 認（Sound 
Wave）、簽名採集（Signature Capture）和觸屏功能（Touch Screen）的應用會催生更多
不同的產品綫，並給我們帶來更多的機會。

中國市場

百富為中國EFT-POS終端機解決方案市場的領先供應商之一，最大的客戶包
括銀聯商務、各大金融機構及營運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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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T-POS終端機解決方案行業
的興起奠下穩固基礎。調查顯示，於二零一三年在中國已安裝EFT-POS終端機
的數目為每1,000人少於8台，而若干成熟市場，則平均為每1,000人已安裝23台
EFT-POS終端機。國內EF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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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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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T-POS終端機的需求。

營運商為市場增長的主要動力，資料顯示二零一三年出貨量超越一半以上是
來自營運商，他們在挖掘中型與小微商戶，不遺餘力，而二、三線城市與大西
北區域的低滲透率給予他們業務增長的巨大空間。而政府國策的支持，原意
是期待電子支付加快經濟流通量，幫助發展較落後城區經濟；同時隨扣率的
下調、稅控管理、交易成本與安全性的考慮，線下電子支付為最佳之選。預期，
中端型號機型在中型與小微商戶群的需求，將大幅增加。中國人民銀行推動
的智能卡遷移與銀聯非接標準（「閃付」）的推廣，高端內置非接功能與移動機
型的需求亦會增加。百富的策略是針對三個客戶群（銀聯商務、金融機構與營
運商）提供不同的一體化服務。百富在第四季度成立商戶層面的服務團隊，善
用現有的銷售和服務支援網絡為營運商服務，並為集團帶來持續性的服務收入。
這是我們摸着石頭過河，嘗試把現有國內超越三百萬台裝機量轉換成可持續
性營收的第一步。

去年，我們和海信集團簽訂戰略伙伴關係，藉此進入特定商戶群；來年我們
會在國內繼續物色其它合作伙伴以混合產品進入其它細分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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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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富大幅投資研發，以確保我們的主流產品符合或超越
大部分國際行業標準及獲得國際行業認證。過去超過十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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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歐洲、中東及非洲（「EMEA」）、LACIS、APAC以及USCA。同時，我
們也成立海外銷售售後支援服務團隊。近年來海外市場銷售大幅增長就是對
我們努力的肯定。

北美、巴西、印度與中東及非洲是百富看重的四大海外市場。每個市場的潛
力巨大，各有特色和挑戰。一般需要本地銷售團隊、本地售後服務、與本地應
用軟件開發的支援。在這些主要市場，我們都有直銷團隊或委任有良好往績
紀錄和高商譽的當地分銷商。經歷多年的歷練，我們成功取得嚴格的三級認證，
如拿到某美國領先收單機構的甲級認證和成功進入巴西和印度市場。在這些
高市場壁壘（認證、終端管理系統（「TMS」）、應用軟件等）的市場，競爭力強的
對手較少，毛利很高。這為作為國際主流品牌的百富提供巨大的機遇。在產
品上，去年我們推出一系列的移動EFT-POS（「MPOS」），這類產品的特點是可以
利用智能手機、平板電腦提供簡易化的服務，而簡單纖細的現代設計並且有
簽名儲存功能，廣受海外市場歡迎，並得到不少的訂單。同時，針對中東、非
洲市場，我們有客製的產品並贏得客戶的垂青。新一代高功能針對海外市場
的 旗 艦 產 品，也 將 隆 重 推 出。來 年，我 們 會 加 大 對 海 外 市 場 的 支 援 如 完 善
TMS，應用開發和軟件開發套件等。除此外，我們也會加大海外市場的推廣，
參與各重要的行業展覽，把百富的產品帶到世界各地。我們深信海外是百富
未來增長的引擎。

整體管理策略

放眼未來，百富將繼續專注於鞏固並提升我們的研發能力和建立國際的銷售
網絡。我們不斷加強研發投入，長期的目標是把研發的投入提升至營業額的
百分之七以上。而研發隊伍以金字塔方式管理，把最優秀的人材留下來。我
們研發的另一長遠目標是加強發展軟件開發能力並把現有大概接近百份之
七十的軟件工程師人數提升至百份之八十，以應付日益增加的應用需求，並
著手聘用行業資深的一流軟件主要設計師，希望在二到三年時間把軟件能力
再提升至更高水平以服務海外特別是成熟支付市場的客戶，這也再次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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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T-POS終端解決方案不只是一個「盒子」這麼簡單。我們並會針對成本優化、
環保物料的使用和高功能的設計做努力。除此以外，推出不同類型的產品，
應對各市場的需求和支付產業的趨勢，擁抱線上和線下支付的蓬勃發展。而
我們的銷售渠道，日益完善，有實力的當地經銷商數目在不斷增加。

總括我們長遠的目標是加強研發如軟件應用開發、增加服務性收入、加強銷
售網絡和通過併購向支付價值鏈橫縱擴展。

透過我們在中國市場的EF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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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多方案EFT-POS終端機解決
方案領跑者之一的軌道前進。

流動性及資金來源

於二零一二及二零一三年度，本集團的主要資金來源為本公司一般商業活動
中營運所產生的收入。若干財務數據概述如下：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及手上現金 1,698,407 1,358,426
流動資產淨值 2,078,738 1,800,340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 291,517 201,988
融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 8,350 –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流動比率（倍） 3.8 5.7
速動比率（倍） 3.2 5.1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擁有銀行及手上現金及短期銀行存款1,698.4
百萬港元（二零一二年：1,358.4百萬港元），並無短期借貸（二零一二年：無）。於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錄得流動資產淨值2,078.7百萬港元，而二
零 一 二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則 為1,800.3百 萬 港 元。截 至 二 零 一 三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經 營 活 動 產 生 的 現 金 淨 額 為291.5百 萬 港 元，而 截 至 二 零
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為202百萬港元。截至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融資活動產生現金淨額為8.4百萬港元（二
零一二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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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架構及抵押詳情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借貸或以本集團的資產作抵押，
故此資產負債比率並不適用（二零一二年：無）。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本集團約892.4百萬港元、591.9百萬港元、214.0百萬港元及0.03百萬港元（二零
一二年：469.2百萬港元、727.1百萬港元、161.6百萬港元及0.5百萬港元）的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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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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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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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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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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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4 200.0
擴大分銷網絡 120.8 120.8
潛在併購 282.1 –
一般營運資金 80.6 80.6

  

805.9 401.4
  

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

除本公佈所披露外，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概無重大投資或資本資
產的具體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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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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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並無訂立協議或購買工具以對沖本集團的匯率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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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及規例。本集團密切監察匯率變動，以
管理外幣風險。

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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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僱員總數為700人。下表載列於二零
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根據職能劃分的各類僱員數目：

管理層 14
銷售及售後服務以及市場推廣 262
研發 361
質檢 15
行政及人力資源 14
會計 13
生產、採購及存貨控制 21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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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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表現有關的年度花紅。購股權乃根據本公司購股權計劃授予本集團僱員以
酬謝彼等作出的貢獻，有關詳情載於本公司的二零一三年年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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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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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收益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1,472,488 1,313,330
銷售成本 5 (931,359) (849,143)

  

毛利 541,129 464,187
其他收入 3 50,075 28,408
其他收益 — 淨額 303 1,671
銷售開支 5 (131,124) (113,674)
行政費用 5 (194,193) (157,336)

  

經營溢利╱除所得稅前溢利 266,190 223,256
所得稅開支 6 (39,650) (40,297)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年度溢利 226,540 182,959
  

每股港元 每股港元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之
 每股盈利：
— 基本 7a 0.218 0.176

  

— 攤薄 7b 0.211 0.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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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內溢利 226,540 182,959
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其後可能重新歸入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產生的匯兌差額 27,698 6,348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年內 
 全面收益總額（扣除稅項） 254,238 189,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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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152 10,263
租賃土地 232 231

  

非流動資產總值 8,384 10,494
  

流動資產
存貨 465,114 243,801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8 637,966 544,476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8 6,324 10,333
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溢利或
 虧損的金融資產 – 10,057
受限制現金 16,613 16,173
銀行及手上現金 1,698,407 1,358,426

  

流動資產總值 2,824,424 2,183,266
  

資產總值 2,832,808 2,193,760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04,452 103,773
儲備 1,982,670 1,707,061

  

權益總額 2,087,122 1,810,834
  

負債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9 445,541 224,879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款項 9 275,072 131,301
應付稅項 25,073 26,746

  

流動負債總額及負債總額 745,686 382,926
  

權益及負債總額 2,832,808 2,193,760
  

流動資產淨值 2,078,738 1,800,340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087,122 1,810,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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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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點（「EFT-POS」）產品及提供相關服務（統稱「EFT-POS終
端機解決方案業務」）。

本公司為一間在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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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等財務報表以千港元（「千港元」）為單位呈列。此等財務報表於二零
一四年三月六日獲董事會批准刊發。

2 編製基準

本公司的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編製。綜合財務報表則已按歷史成本法編製，並根據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
入溢利或虧損的金融資產的重估作修訂。

編製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財務報表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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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本集團所採納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概無現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於本集團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開
始的會計年度生效且預期會對本集團產生重大影響。

(b) 尚未採納的新訂準則及詮釋

編製此等綜合財務報表時，並未應用多項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之後開始年度期間
生效的新訂準則以及準則及詮釋的修訂。除下列者外，預期此等新訂準則以及準則
及詮釋的修訂不會對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構成重大影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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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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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中與金融工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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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業務
模式及該工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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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的大部分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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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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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的全面影響及
擬在不遲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9號。本集團亦將考慮董事會完成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餘下階段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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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21號「徵費」載列繳付所得稅以外徵稅責任的
會計方法。該詮釋闡述產生徵費責任的事件及於何時確認有關責任。本集團目
前毋須承擔重大徵費，故對本集團影響並不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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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而預
期將對本集團產生重大影響。

3 收入及其他收入

本集團主要從事銷售EF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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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銷售電子支付產品 1,451,801 1,294,871

提供電子支付服務 20,687 18,459
  

1,472,488 1,313,330
  

其他收入
利息收入 14,805 10,699

退還增值稅（附註 (i)） 32,788 16,154

補貼收入 535 68

其他 1,947 1,487
  

50,075 28,408
  

1,522,563 1,341,738
  

附註 (i)  該金額指本集團於中國銷售自主開發軟件產品而享有的增值稅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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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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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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地域角度按附屬公司產生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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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有關年度及按分類劃分的本集團營業額及業績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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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9,582 217,161 25,745 – 1,472,488
分類間營業額 129,027 7,450 – (136,477) –

     

總營業額 1,358,609 224,611 25,745 (136,477) 1,472,488
     

分類除利息支出、稅項、 

 折舊及攤銷前盈利╱（虧損） 
 （「EBITDA」） 218,774 54,121 (7,645) 4,670 269,920
折舊 (3,149) (69) (506) – (3,724)
攤銷 (6) – – – (6)

     

分類經營溢利╱（虧損）╱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215,619 54,052 (8,151) 4,670 266,190
所得稅開支 (39,650)

 

年內溢利 226,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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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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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6,219 309,539 17,572 – 1,313,330

分類間營業額 192,187 21,014 – (213,201) –
     

總營業額 1,178,406 330,553 17,572 (213,201) 1,313,330
     

分類EBITDA 146,881 92,876 (10,652) (2,474) 226,631

折舊 (2,780) (48) (541) – (3,369)

攤銷 (6) – – – (6)
     

分類經營溢利╱（虧損）╱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144,095 92,828 (11,193) (2,474) 223,256

所得稅開支 (40,297)
 

年內溢利 182,959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分類資產及負債以及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非流動資產的添置如下：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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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037 828,691 22,080 2,832,808
    

分類負債 709,267 34,239 2,180 745,686
    

截至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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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3 180 3 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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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分類資產及負債以及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非流動資產的添置如下：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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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8,680 924,518 20,562 2,193,760
    

分類負債 365,347 16,612 967 382,926
    

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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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0 52 250 2,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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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溢利或虧損的金融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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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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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數約178,153,000港元（二零一二年：162,453,000港元）的收入乃來自單一最大客戶，該等
收入佔全年收入的12.1%（二零一二年：12.4%）並歸屬於中國業務分部。為數約141,163,000

港元（二零一二年：136,096,000港元）的收入乃來自單一第二大客戶，該等收入佔全年收入
的9.6%（二零一二年：10.4%）並歸屬於中國業務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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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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該資產所在地劃分的本集團非流動資產及流動資產載列如下：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中國（香港、澳門及台灣除外） 7,366 9,084

香港 257 146

美國 761 1,264
  

8,384 10,494
  

流動資產
中國（香港、澳門及台灣除外） 1,974,671 1,239,596

香港 828,434 924,372

美國 21,319 19,298
  

2,824,424 2,183,26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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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核數師酬金 — 審核服務 1,581 1,31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724 3,369

租賃土地攤銷 6 6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155,968 132,624

售出存貨成本 910,549 832,535

樓宇的經營租賃租金 12,821 10,637

研發成本 94,480 82,80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 – 8

應收賬款撥備撥回 – (1,919)

陳舊存款撥備 10,955 –

捐款 10 1,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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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所得稅
 — 中國企業所得稅 29,263 23,847

 — 香港利得稅 10,175 15,909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212 541
  

所得稅開支 39,650 40,297
  

截至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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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稅率16.5%（二
零一二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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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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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千港元） 226,540 182,959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千股） 1,039,126 1,037,728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港元） 0.218 0.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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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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現有一類具潛在攤薄效應的普通股：於二零一二年六
月二十二日授出的購股權。就購股權而言，按尚未行使購股權所附認購權的貨幣價
值計算，以釐定可按公平值（定為本公司股份期內的平均市價）購買的股份數目。按
上述方式計算的股份數目與假設購股權獲行使時應已發行的股份數目作比較。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千港元） 226,540 182,959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1,039,126 1,037,728
就購股權作出的調整（千股） 34,386 1,742

  

每股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1,073,512 1,039,470
  

每股攤薄盈利（以每股港元呈列） 0.211 0.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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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附註 (a)） 478,027 409,756

應收關聯方款項 69,964 4,082

減：應收賬款減值撥備 (28) (28)
  

應收賬款淨額 547,963 413,810

應收票據（附註 (b)） 90,003 130,666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637,966 544,476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6,324 10,333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644,290 554,809
  

於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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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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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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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收賬
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以內 377,726 303,746
91至180日 79,905 56,048
181至365日 45,825 16,824
365日以上 44,535 37,220

  

547,991 413,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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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以內 42,397 75,333
91日至180日 47,606 55,333

  

90,003 130,666
  

9 應付賬款、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款項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賬款（附註 (a)） 442,090 224,837
應付關聯方款項 3,451 42

  

445,541 224,879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款項
 預先收取客戶款項 190,851 58,751
 其他應付稅款 42,746 40,853
 應計開支 20,688 13,336
 其他 20,787 18,361

  

275,072 131,301
  

720,613 356,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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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應付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以內 417,151 204,141

91日至180日 25,616 18,483

181日至365日 106 1,861

365日以上 2,668 394
  

445,541 224,879
  

本集團獲供應商授予的平均信貸期介乎0至180日。

購買、出售或贖回證券

截至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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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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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一二年：無）。

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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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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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消息的僱員進行證券交易的書面指
引，該等指引與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條款相同。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常規乃以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
告（「企業管治守則」）當中原則（「原則」）及守則條文（「守則條文」）為基礎。

董事會已批准採納自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起生效之經修訂企業管治守則。

截至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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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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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訂明審核委員會權力及職責的書面職權範圍乃參考企業管治守則及香港會計
師公會發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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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橋樑。
委員會亦審閱外部和內部核數及內部監控和風險評估的功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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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算日後事項

於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六日，百富計算機技術 (深圳 )有限公司訂立兩份理財
協議，以認購由中國銀行發行的理財產品。首項認購額為人民幣100,000,000元（約
127,900,000港元），年度投資收益率為4.5%，為期92天。同時，第二項認購額為
人民幣50,000,000元（約64,000,000港元），年度投資收益率為4.6%，為期35天。這
兩種理財產品均屬本金和收益保證的性質。

審閱綜合財務報表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全年業績。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的工作範圍

本集團的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已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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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料及據董事所知，董事茲確認本公司在截至二零
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根據上市規則的規定保持足夠的公眾持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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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業績公佈及年度報告書

本二零一三年年度業績公佈登載在本公司網站www.paxglobal.com.hk及聯交所
網站www.hkexnews.hk。二零一三年年度報告書將於稍後時間在聯交所網站及
本公司網站上登載，並寄發予所有股東。

以上所載二零一三年年度財務資料並不構成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法定財務報表，但有關資料乃節錄自將載於本公司二
零一三年年度報告書內的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經審
核綜合財務報表。

承董事會命
執行董事
李文晉

香港，二零一四年三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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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杰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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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