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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Advanced Card Systems Holdings Limited
龍傑智能卡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票代號：8210）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第三季度業績公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的特色

創業板的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本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的公
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有意投資的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
並應經過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的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
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老練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的性質所然，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
賣之證券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會有高
流通量的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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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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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佈的資料乃遵照《聯交所的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龍
傑智能卡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資料；本公司的董事願就本公佈的資料共
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
信，本公佈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分，且並
無遺漏任何事項，足以令致本公佈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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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收益上升23%至173.2百
萬港元。

•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毛利上升4%至89.0百萬
港元。

•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期內溢利上升4%至18.1

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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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業績

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
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三年同期之未
經審核比較數字。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九個月

附註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2 61,830 54,948 173,156 141,322
銷售及服務成本 (31,818) (19,550) (84,126) (55,330)      

毛利 30,012 35,398 89,030 85,992
其他收入及收益 444 340 756 671
銷售及發行成本 (5,539) (5,269) (15,626) (14,630)
研究及開發費用 (8,129) (10,603) (25,727) (24,650)
行政費用 (8,852) (9,409) (26,411) (25,874)
財務費用 3 (326) (214) (1,003) (550)      

除稅前溢利 4 7,610 10,243 21,019 20,959
所得稅支出 5 (1,018) (1,820) (2,943) (3,63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
溢利 6,592 8,423 18,076 17,323      

其他全面收益
可能於其後重新分類到
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
  報表之匯兌收益╱
  （虧損） 191 208 (222) 659
不能於其後重新分類到
損益的項目
－重新計量之界定福利
  責任 – 1 – 23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除稅後 191 209 (222) 68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
全面收益總額 6,783 8,632 17,854 18,005      

本公司擁有人期內應佔
溢利之每股盈利 7

－基本（港仙） 2.321 2.965 6.363 6.098      

－攤薄（港仙） 2.321 2.965 6.363 6.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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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財務報表以本公司功能及呈列貨幣港元（「港元」）編製。除另有指明者外，所有
財務資料已折合至最接近千港元。

本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發出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適用之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
及詮釋及香港公司條例披露規定編製。本財務報表亦包括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
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

於本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若干新修訂及詮釋（「新訂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該等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與本集團有關，並於二零一四年一
月一日開始之年度期間之本集團財務報表生效。除此之外，編製本財務報表時所
採用之會計政策乃與編製二零一三年年度財務報表時所採用者一致。採納該等新
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本期間或過往期間所編製及呈報之業績及財務狀況造
成重大影響。

本財務報表未經審核，但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作出審閱。董事會於二零一四年
十一月十二日核准刊發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財務報表。

2 收益

收益，亦為本集團之營業額，代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九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智能卡產品、軟件和
硬件銷售 61,727 54,609 172,902 140,626

智能卡相關服務 103 339 254 696     

61,830 54,948 173,156 141,322     

3 財務費用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九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借貸利息，須於接獲
通知時或五年內悉數償還 326 214 1,003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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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除稅前溢利乃於扣除各項後達致：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九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開發成本攤銷* 2,333 2,157 6,914 5,439
無形資產攤銷 209 – 209 –
機器及設備折舊 1,121 1,210 3,289 3,651     

* 計入損益中的研究及開發費用內

5 所得稅支出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九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期內撥備 950 1,771 2,220 3,257
菲律賓所得稅
－期內撥備 92 49 652 379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 – (91) –

92 49 561 379
其他海外稅項 92 – 78 –     

遞延稅項 1,134 1,820 2,859 3,636
(116) – 84 –     

1,018 1,820 2,943 3,636     

香港利得稅撥備乃就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二零一三年：16.5%）作出。

根據菲律賓共和國國家內部稅法，菲律賓所得稅撥備乃就期內估計應課稅收入按
30%或期內總收入按2%兩者中之較高者作出。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經營的附屬公司稅項乃根據通行稅率，按有關地區現行法例，
詮釋和慣例計算。自二零一三年起，珠海市樂毅軟件科技有限公司享有兩免三減
半稅收優惠政策，因此，於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四年免交企業所得稅。

其他司法管轄區（包括日本）之稅項撥備乃就估計應課稅溢利（如有）按本集團經營
業務所在國家的適用稅率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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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股息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2.0港仙之股息，合共約5,681,000

港元，已獲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以及其後已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四日派
付。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本公司並無宣派或派付任何股息
（二零一三年：無）。

7 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乃分別按本公司擁
有人應佔溢利6,592,000港元（二零一三年：8,423,000港元）及18,076,000港元（二
零一三年：17,323,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加權平均數284,058,000（二零一三年：
284,058,000）及284,058,000（二零一三年：284,058,000）普通股計算。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乃分別按本公司擁
有人應佔溢利6,592,000港元（二零一三年：8,423,000港元）及18,076,000港元（二
零一三年：17,323,000港元）及就所有潛在攤薄普通股之影響作出調整後之期內
已發行加權平均數284,058,000（二零一三年：284,058,000）及284,058,000（二零
一三年：284,059,000）普通股計算。

用於計算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之加權
平均數普通股為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期內已發行加權平均數284,058,000（二
零一三年：284,058,000）及284,058,000（二零一三年：284,058,000）普通股加假
設行使所有本公司尚未行使購股權而視為無償發行之加權平均數為零（二零一三
年：零）及零（二零一三年：1,000）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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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儲備

股份溢價 合併儲備 匯兌儲備 保留溢利 建議股息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結餘 17,955 4,496 886 24,070 4,261 51,668

批准二零一二年股息 – – – – (4,261) (4,261)       

擁有人交易 – – – – (4,261) (4,261)       

期內溢利 – – – 17,323 – 17,323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之

匯兌收益 – – 659 – – 659

－重新計量之界定福利
責任 – – – 23 – 23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659 17,346 – 18,005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結餘 17,955 4,496 1,545 41,416 – 65,412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結餘 17,955 4,496 1,706 41,703 5,681 71,541

批准二零一三年股息 – – – – (5,681) (5,681)       

擁有人交易 – – – – (5,681) (5,681)       

期內溢利 – – – 18,076 – 18,076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之

匯兌虧損 – – (222) – – (222)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222) 18,076 – 17,854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結餘 17,955 4,496 1,484 59,779 – 83,714       

本集團合併儲備乃指因過往年度進行換股而被撥充資本之附屬公司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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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以下討論及分析應與本集團（下文稱為「龍傑」或「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
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期間之未經審核綜合財務業績一併閱讀。

財務回顧

第三季度之銷售收益由去年的54.9百萬港元增長了12.5%至61.8百萬港元，期
內溢利則減少了15.0%至30.0百萬港元。毛利率的變化是由於在第三季度的
產品組合變化。截止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期間，銷售收益增長了
22.5%至173.2百萬港元，毛利增長了3.5%至89.0百萬港元，純利則由17.3百萬
港元增加4.3%至18.1百萬港元。

二零一四年首九個月之銷售總額較二零一三年增長了22.5%，四個地區的銷售
狀況變動如下表所示。不同地區之銷售額或會有所波動，此乃因為一些大型專
案可能已經轉化為某一地區的銷售收益，而在另一地區，來自大型專案的訂單
或許在該會計期間之前已經完成。亞太區銷售額的顯著增加主要是因為交付了
一批與客戶積分優惠、支付和在線電影票務系統解決方案相關的專案。歐洲地
區銷售額的增長是由於硬件銷售訂單的增多。

截止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止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變動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亞太區 30,821 21,676 42% 88,491 56,739 56%

歐洲 16,751 12,254 37% 50,161 46,017 9%

美洲 12,916 19,875 -35% 31,137 34,079 -9%

中東及非洲 1,342 1,143 17% 3,367 4,487 -25%       

61,830 54,948 13% 173,156 141,322 23%       

由於產品及服務遠銷至全球一百多個國家，龍傑之總銷售額通常不因某一地區
經濟的暫時疲軟而受到嚴重影響。同樣，龍傑將繼續向市場推出新產品，某一
產品線因產品逐漸成熟所引致的銷售量下降，通常可由另一新興產品線的銷售
量增加作為彌補。

總營運支出由65.2百萬港元增加了4.0%至67.8百萬港元，主要是因為本集團繼
續增加員工人數並擴大工程、銷售和市場推廣以及營運方面的各項活動，目的
是加快產品開發、推廣和銷售產品以及確保營運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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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不宣派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中期股息。日後是否宣派
股息，以及支付股息之方法及金額，均由董事會決定，並將視乎（其中包括）本
集團之經營業績、資本需要、現金流量、整體財務狀況及董事會認為重要之其
他因素而定。

業務回顧

於二零一四年龍傑在世界各地參加了多項展覽及會議，旨在會見業務夥伴、了
解市場行情、展示新產品以及與行業內其他成員分享知識。於二零一四年第三
季度，龍傑作為贊助商、參展商及╱或主講嘉賓參加的展會包括HSPD-12（第
12號美國國土安全部總統決議令）簽發10  週年慶祝活動、2014深圳物聯網展、
2014中國國際金融展以及2014 NFC Bootcamp系列活動等。

通過參加行業活動，龍傑亦能夠掌握領先的理念並加強與重要合作夥伴間的聯
繫。現在龍傑被公認為能夠協助領導整個行業實現進一步的發展。於第三季
度，龍傑被選舉為美國智能卡聯盟之衛生與公眾服務協會及訪問控制協會指導
委員會的成員。

二零一四年第三季度推出的新產品

龍傑推出兩款用於讀寫SIM智能卡的新型讀寫器：ACR39T-A1連機讀寫器和
ACR39T-A3移動讀卡器。隨著市場對於小巧型移動交易設備需求的日益增
加，這些新產品的推出已然成為龍傑不斷滿足這一趨勢的措施之一。

ACR39T-A1和ACR39T-A3均支持ISO 7816 SIM智能卡、符合GSM11.11標準的
卡、各種存儲卡以及符合T=0和T=1協議的微處理器卡，另外還可以按需定制
為支持小型的Micro-SIM卡。這兩款超便攜設備符合或通過了多項國際標準，
其中包括CE、FCC、RoHs和WHQL，讀寫速度可達600 Kbps。

由於符合PC/SC和CCID標準，ACR39T-A1能夠輕鬆集成到Windows®、Linux

和Mac環境中，另外還可以在運行有Android™3.1或以上版本的移動設備上使
用。雖然重量僅為8.5克，ACR39T-A1的功能依然十分強大，足以支持電子政
務、電子銀行和電子支付、電子醫療、公鑰基礎設施(PKI)、網絡安全、訪問
控制和積分優惠等應用。

ACR39T-A3則採用了micro-USB OTG接口，同樣可以在運行有Android 3.1及
以上版本平台的移動設備上使用。這款重量僅有7.9克的設備適合用於移動銀
行和支付、電子醫療以及積分優惠應用。



– 10 –

龍傑榮膺《福布斯亞洲》雜誌評選的2014「最佳中小上市企業」

龍傑被《福布斯亞洲》雜誌評為二零一四年亞太地區「最佳中小上市企業」(Best 

Under a Billion)之一。這是繼二零一零年後龍傑第二次入選。

最新發布的這一榜單從亞太地區一萬七千家銷售額介於五百萬至十億美元之間
的上市企業中評選出最佳的200家公司（排名不分先後）。想要進入名單，企業
的淨利潤  必須為正值，而且還要保持持續增長，負債率為適度水平。另外候選
企業還不得涉及大的法律糾紛或可疑的會計和管理問題。

在過去三年中，龍傑不斷超越銷售目標，實現利潤的穩定增長，並於二零一三
年創下年度銷售額的歷史新高。龍傑年度客戶滿意度調查顯示，截至二零
一四年龍傑客戶認為他們與龍傑的合作關係非常好（評價標準分為「非常差」、
「差」、「一般」、「好」和「非常好」五個等級）。龍傑將此歸功於與合作夥伴建立
的信任關係，以及龍傑業務合同的簡潔性和透明性。

談及此次入選，龍傑創始人兼行政總裁黃耀柱先生說：「福布斯亞太地區’最
佳中小企業’榜單不僅包括了科技行業中表現最好的企業，其範圍還涵蓋了製
造、建築、軟件等各行各業。評選不僅僅基於候選企業的利潤水平，更綜合了
包括誠信證明在內的整體卓越表現，龍傑能夠通過層層篩選躋身榜單，我們感
到非常驕傲。我們將繼續努力，保持在業務開展的各個方面都做到卓越非凡」。

前景

龍傑自向深圳市大明五洲城市一卡通科技有限公司（「大明五洲」）收購業務資
產以來，一直在整合大明五洲的人才、技術以及銷售渠道到自己的系統。通
過吸收合併，龍傑已達到擴大經濟規模來降低成本的效益，並對中國自動收費
(AFC)解決方案市場具有更深入的了解。現在龍傑可獲得更多機會接洽中國地
區的AFC解決方案目標客戶，並已準備好為此市場提供更廣泛的產品及應用。

龍傑一直在與菲律賓最大的購物商場開發商合作擴展其支付及積分優惠系統項
目。自去年推出以來，已累計發卡一百多萬張。該項目已經迅速被推廣到48

家商場內的各種業務中，使用範圍包括電影院、快餐店、購物中心、超市、美
食城、保齡球場、溜冰場、小型主題公園以及停車場等。龍傑將向其他業務
合作夥伴推廣此業務模式，以達到在硬件業務基礎之上開發解決方案業務的目
的。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任何時間，本集團都維持穩健的流動資金。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
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42.6百萬港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8.6

百萬港元）。本集團之銀行借貸為36.1百萬港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6.3百萬港元）。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資本負債比率（即總付息負債除以
總權益）為0.32（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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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比率（即流動資產與流動負債之比率）為1.74（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1.95）。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之資產淨值為112.1百萬港元（二零一三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9.9百萬港元）。

董事於競爭業務之權益

根據本公司知悉的資料和本公司董事所知及所信，期內，概無本公司董事或管
理層股東（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於與本集團業務構成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之
業務中擁有任何權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期內，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股份。

董事的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監管董事進行本公司上市證券交易之規則（「交易規則」），作
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其條款不遜於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所
載之買賣準則規定。經向本公司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本公司全體董事確
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內一直遵守該等交易規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28至5.33條成立具備書面職權範圍之審核委員
會。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嚴繼鵬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王益民
先生及羅家駿先生，SBS，JP組成，並向董事會報告。審核委員會之職責為檢
討及監察本集團之財務申報過程及內部監控制度。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
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業績。

承董事會命
龍傑智能卡控股有限公司

黃耀柱
主席

香港，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即黃耀柱先生、陳景文先生及崔錦
鈴女士；和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王益民先生、羅家駿先生，SBS，JP及嚴繼
鵬先生。

本公佈由發表日期起可於創業板之網站http://www.hkgem.com「最新公司公
告」一頁（最少保存七日）查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