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ITE (HOLDINGS)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二零零一年全年業績公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色

創業板為帶有高投資風險之公司提供上市市場。尤其在創業板上市之公司毋須擁有
過往溢利記錄，亦毋須預測未來溢利。此外，在創業板上市之公司可因其新興性質
及該等公司經營業務之行業或國家而帶有風險。有意投資之人士應瞭解投資於該等
公司之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之考慮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之較高風險及
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經驗豐富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屬新興性質，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或會較於主板買賣之證券承
受較大之市場波動風險，並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會有高流通量之市
場。

創業板發佈之資料主要在聯交所為創業板而設之互聯網頁上刊登。創業板上市公司
一般毋須在憲報指定報章刊登付款公佈。因此，有意投資之人士應留意本身能否接
達創業板網頁，以便取得創業板上市發行人之最新公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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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佈包括的資料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的規定而提
供有關 ITE (Holdings) Limited （「ITE」）或「本公司」）的資料，本公司各董事對本公佈
所載資料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
及所信；(1)本公佈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準確及完整，且並無誤導；(2)本公佈亦
無遺漏其他事項致使本公司公佈所載內容有所誤導；及(3)所有在本公佈所表達的意
見乃經過深思熟慮後始行作出，並以公平及合理之基準及假設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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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於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成功在創業板上市。

本年度純利達16,262,425港元，比去年錄得數字攀升10.4倍，亦較招股章程的溢利
預測高出8.42%。

營業額上升至45,669,195港元，增幅達1.76倍。

董事將於二零零一年七月十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建議每持有一股現有股份
派送一股新股的紅股發行。

非接觸式智能電錶  MF25-SM 榮獲香港工業總會頒發二零零零年度香港工業獎消
費產品設計優異證書獎狀。

與八達通卡服務供應商聯俊達有限公司就合作提供全新的八達通智能進出系統服
務的磋商已經完成。

完成在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教育學院的三項大型校園智能卡項目。

主席報告

致各股東：

本人欣然向各股東提呈  ITE (Holdings) Limited（「ITE」或「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全年業績。

在創業板上市

二零零一年對我們來說是舉足輕重的一年。踏入二零零一年， ITE 躋身成為上市
公司，股份在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一日開始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買
賣。在首次公開招股成功完成後，股份自上市以來一直得到市場鼎力支持，股價在
本財政年度以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日的0.89港元報收，比招股價高出18.6%，實在令
人鼓舞。

我們深信，本公司得以成功上市，正好證明本公司過去數年在香港智能卡行業迅速
發展的成果，及智能卡與射頻識別市場的優厚增長潛力。此外，我們亦擁有一班既
專業又勇於承擔的僱員，在邁向目標上悉力以赴。憑藉這些基礎，我們會繼續為本
地客戶提供創新的服務，並將我們的商業活動伸延至亞太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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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表現

我們在本年度的純利達16,262,425港元，比去年錄得數字攀升10.4倍，亦較招股章程
的溢利預測高出8.42%。營業額上升至45,669,195港元，增幅達1.76倍。

董事將於二零零一年七月十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建議於記錄日期每持有一股
現有股份派送一股新股的紅股發行。

以智能卡類別劃分的營業額

72.92%

27.08%
接觸式

非接觸式

以市場劃分的營業額

29.08%

50.64%

20.28%

校園

房地產

其他

業務回顧

本人謹藉此機會，羅列  ITE 在本年度的重大發展。

研究與開發（「研發」）

在本年度內，我們已經完成開發一系列接觸式和非接觸式智能卡讀卡器。兩款非接
觸式智能卡讀卡器  MF25-SM 和  MF-100AC 已經得到香港電訊管理局的認可。二
零零零年十月三十一日，本公司的非接觸式智能電錶  MF25-SM 榮獲香港工業總
會頒發二零零零年度香港工業獎消費產品設計優異證書獎狀。繼飛利浦公司的非接
觸式  Mifare 技術之後，本公司已經開始在新力公司的  Felica 技術上進行另一項新
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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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繼續加強鞏固研發方面的實力，進一步改善我們的智能卡系統結構、加強設
備的技術功能特色。以  Multos、Java 和視窗的開放操作系統為基礎的接觸式解決
方案和其他專利操作系統方案亦正在開發之中。除此以外，本公司亦已經選定可用
於物流管理的全新射頻識別技術，並且正在開發其應用。

銷售與市場推廣

本公司正不斷加強公司的銷售及市場推廣隊伍，以便抓緊業內迅速湧現的業務商
機。

我們亦積極出席各類型的貿易展覽與會議，例如在德國漢諾威舉行的  CeBit 2001，
致力推廣我們的企業形象、產品以及服務。我們亦曾經與以中國市場為目標的有潛
質業務夥伴與聯盟會面磋商。現時我們正參與兩項在中國大陸的發展項目，並且在
其他東南亞國家磋商討論新發展項目。

香港方面，我們通過有效的市場推廣運動，已經在市場上豎立起本公司的形象。我
們亦已經為有潛質的客戶建立原型解決方案以及提供技術推介會和示範。香港再有
三所大學  —  香港城市大學、香港浸會大學和香港理工大學成為我們的最新客
戶。此外，本公司亦曾與特區管理參議署與教育署磋商，向官校推廣校園智能卡解
決方案的概念和應用。我們更榮獲房屋署與房屋委員會批出首項公共屋村非接觸式
智能卡系統的試驗項目。這個項目預期於二零零一年第二季完成。

其他機會

昂首前路，迎面充滿著各種令人振奮的機遇，可讓本公司日後繼續發展。在開發產
品和服務上，我們永遠站在尖端科技以及應用的前鋒。我們亦會密切留意大中華與
東南亞等海外地區的業務拓展機會。我們預期這些新地區市場可為本公司帶來更多
的收益，讓本公司有機會從香港與亞太地區日漸復甦的經濟中受惠。

我們的來年目標如下：

‧ 繼續致力在技術和應用方面的研發
‧ 擴充現有和增加創新的應用
‧ 抓緊亞太地區的電子商貿商機
‧ 擴展在智能卡業務增值鏈的參與
‧ 邁向成為智能卡服務供應商
‧ 再參與其他智能卡主要項目

我們會繼續令  ITE 成為一間積極向上、創意無限的專業公司，著眼於科技和專業
項目發展。我們堅信這項策略定可鞏固本公司在亞太區智能卡與射頻識別行業的領
導位置，為股東帶來更理想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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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謹對董事、管理層與員工們的努力不懈、默默耕耘致以最深謝意。本人亦謹向
一直以來鼎力支持本公司的股東們、資本市場的朋友們以及業務夥伴致謝。

主席
劉漢光

香港，二零零一年六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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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業績

本公司董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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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零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業績的比較數字：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營業額 2 45,669,195 16,535,431

已提供服務的成本 (17,328,618) (11,205,385)

28,340,577 5,330,046

其他收益 198,981 596

其他虧損淨額 — (2,804)

員工成本 (6,188,106) (2,746,425)

折舊 (551,615) (234,285)

其他經營開支 (2,729,550) (916,750)

經營溢利 19,070,287 1,430,378

融資成本 (7,862) (4,466)

除稅前正常業務的溢利 19,062,425 1,425,912

稅項 3 (2,800,000) —

股東應佔溢利 16,262,425 1,425,912

股息 3,418,336 —

每股盈利  —  基本 4 4.01港仙 0.36港仙

每股盈利  —  攤薄 4 3.98港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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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本集團重組和編製賬項基準

本公司於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六日在開曼群島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二零零零年修訂版）註冊成
立，並且透過為準備本公司股份在聯交所創業板上市而進行的集團重組，於二零零零年十一
月十八日成為本集團的控股公司。本集團一直被視為一間持續經營公司，因此在編製綜合賬
項時，是假設本公司在呈報的兩個年度內已經成為本集團的控股公司，而非由二零零零年十
一月十八日起。故此，本集團截至二零零零年及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業績
已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由一九九九年四月一日起或自彼等各自的註冊成  立日期起（以
較短者為準）的業績。董事認為，結果得出的綜合賬項更能有意義地呈列出本集團的整體業
績。

綜合賬項包括本公司及其所有附屬公司每年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的賬項。所有公司之間的重
大交易已於綜合賬項時抵銷。

此等賬項已遵照香港公認的會計原則編製。編製賬項時以歷史成本為計算基準。

2. 營業額

營業額指來自智能卡及有關服務合約的服務收入。

3. 稅項

綜合損益表的稅項乃指本集團就截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香港利得稅提呈的撥備，
香港利得稅乃按年內一間附屬公司的估計應課稅溢利以16%的稅率計算，並經計入過往年度
的承前稅項虧損計算。由於過往年度的承前稅項虧損超出該附屬公司截至二零零零年三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的估計應課稅溢利，故並無於該年度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鑑於本集團其他公司在本年度及去年並無應課稅溢利，故本集團並無於賬項內就香港利得稅
提呈撥備。

由於所有時差影響不大，故並無就遞延稅項作出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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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每股盈利

(i) 每股基本盈利

截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基本盈利乃按年內股東應佔溢利16,262,425港
元除以加權平均股數405,242,882股普通股，並假設該批股份已於年內發行計算。普通股
的加權平均股數乃根據已發行及可發行備考400,000,000股股份計算，包括緊接本公司於
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一日配售前已發行34,183,360股股份、根據資本化發行的365,816,640
股已發行股份，以及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合共449,068,000股的已發行普通股（包括
超額配發的4,068,000股股份）。

截至二零零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基本盈利乃按年內股東應佔溢利1,425,912港
元除以緊接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一日配售股份前已發行及可發行備考400,000,000
股普通股計算。

(ii) 每股攤薄盈利

每股攤薄盈利乃按普通股東應佔溢利16,262,425港元，並就所有潛在攤薄普通股所帶來的
影響作出調整後的加權平均股數408,622,620股普通股計算。於二零零零年內，本集團概
無任何已存在的潛在攤薄普通股。

(iii) 對賬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股數 股數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05,242,882 400,000,000
被視作為不計價發行的普通股 3,379,738 —

用作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08,622,620 4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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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儲備

（累計虧損）
股份溢價 ／留存溢利 合併儲備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九九九年四月一日 — (2,680) — (2,680)
本年度溢利 — 1,426 — 1,426

於二零零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零零年四月一日 — (1,254) — (1,254)
發行股份溢價 36,310 — — 36,310
發行股份開支 (9,801) — — (9,801)
合併差額 — — 10,749 10,749
本年度溢利 — 16,262 — 16,262
股息 — (3,418) — (3,418)

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26,509 11,590 10,749 48,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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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在集團重組前，本公司的一間附屬公司於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十八日向其當時的股東
支付達3,418,336港元的中期股息。由於中期股息是在本公司於創業板上市前支付，
因此股息率對於本公佈而言並無參考價值。

董事建議不派付截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二零零零年：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由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一日（上市日期）起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本公
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業務目標回顧

ITE 遵照創業板的規定，呈報由二零零一年二月十五日刊行的招股章程（「招股章
程」）的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起，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回顧期間」）的
業務實質進展概要，乃招股章程所載的業務目標作出分析。



11

招股章程所載的回顧期間的業務目標 回顧期間的業務實質進展

主要業務計劃

開拓智能卡應用商機，目標對象為香港
公用及私營服務的用戶

本公司榮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房屋署及房
屋委員會的首個公共屋擥非接觸式智能
卡方案試驗項目。位於觀塘雲漢村漢松
樓的項目將於二零零一年第二季完成和
推出。

本公司與特別行政區政府管理參議署及
教育署合作，進行官立學校校園智能卡
方案的可行性研究及進行試驗項目。本
公司亦向政府資助及私立學校推廣此概
念及應用方案。

本公司繼續向地產發展商、物業管理公
司及大廈業主法團繼續推廣智能卡方
案。我們預期客戶𡡷會迅速增加。

本公司已開始為香港一間主要空運貨運
站提供以智能卡為本的嶄新物流系統。
此項目完成後，我們預計在物流及空運 /
海運貨運站行業將湧現新商機。

就八達通卡進出控制項目磋商條款 本公司已經完成與八達通卡服務供應商
聯俊達有限公司就有關提供全新的八達
通卡智能進出系統服務的磋商，並且已
得到該公司的批准。八達通卡智能進出
控制系統預計於本年第二季度推出。

在香港物色智能卡服務供應商的業務商
機，並進行詳細市場調查

本公司繼續對香港及中國的智能卡服務
供應商服務的業務商機進行市場調查。
我們已表示有意與聯俊達有限公司攜手
合作以八達通卡為本的售賣付款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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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色應用射頻識別技術以進行電子識
別、電子物流及製造資源規劃的開發商
並與其結成聯盟

本公司已物色飛利浦公司的  I-code 及
Texas Instrument 的  Tag-It 13.56MHz 射頻
識別技術作為電子識別、電子物流及製
造資源方案的技術基礎，並已物色組件
賣家。產品發展已經開始。

開拓收購提供協同及技術支援的公司或
與其結盟的機會

本公司已在中國物色到可在網絡保密及
系統整合方面提供協同及技術支援的公
司，並已開始進行投資磋商。

銷售及市場推廣

通過招聘額外員工，擴大本集團在香港
的銷售及市場推廣隊伍

年內，本公司增聘4名員工，繼續擴大銷
售及市場推廣隊伍，預計會在二零零一
年第二季再擴大銷售及市場推廣隊伍。

物色智能卡及相關硬件製造商作為業務
夥伴，並與其就投資及 /或結盟問題展開
業務磋商

本公司已在香港及中國物色智能卡及相
關硬件製造商作為長期業務夥伴，並已
開始進行投資磋商。

持續向香港的教育機構、房地產發展商
及物業管理公司推廣智能卡方案

本公司繼續向香港的教育機構推廣智能
卡方案，並已引入新的大學客戶，包括
香港城市大學、香港浸會大學和香港理
工大學。於期內獲判合約工程，預計初
步階段可在二零零一年底前完成。本公
司已向香港科技大學推廣及展示我們的
方案，對吸納新客戶感到樂觀。除吸引
新客戶外，本公司繼續提升現有客戶，
包括香港教育學院、香港中文大學及香
港大學的校園智能卡服務。年內取得額
外的合約及變更訂單，其中若干是為期
兩年。

通過印發廣告及參與業內研討會及展覽
會在香港建立品牌

本公司繼續通過於報章、專業及商業雜
誌刊登廣告在香港建立品牌。本公司亦
積極參與業內研討會及展覽會。本公司
亦向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的香港文物
博物館捐贈奪得獎項的  MF25-SM 產
品，作為推廣及保存香港設計的產品。
特別行政區政府透過展覽節目及教育活
動再次肯定本公司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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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擴展

通過物色業務夥伴及進行市場調查，為
拓展中國的智能卡市場作準備，與中國
的智能卡系統經營商就與其結盟的可能
性展開磋商

年內，本公司參與了中國兩項非接觸式
智能卡項目，現正商討實施新階段。本
公司為掌握中國經濟迅速增長的潛力，
正籌備在上海高科技工業區成立獨資外
資企業， ITE (China) Limited。除成立新
公司外，本公司繼續進行市場調查，物
色業務夥伴及智能卡系統經營商以成立
業務聯盟。

嶄新應用方案及服務

推出社會保障的智能卡方案 本公司繼續發展社會保障的智能卡方
案。

主要項目

推行最新及現有的校園智能卡項目 年內，本公司為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
學及香港教育學院完成三項大型校園智
能卡項目，現正實施項目的額外階段。

本公司亦與新客戶  —  香港理工大學、
香港城市大學及香港浸會大學展開三項
新的校園智能卡項目，合共安裝達3,000
部智能卡讀卡器。預期在二零零二財政
年度完結前完成該等項目。本公司已繼
續為六名新客戶推介嶄新應用方案，預
計此等項目將進入新的實施階段。本公
司除了為以上大學校園提供應用方案
外，也為一所私立專上學院完成一項校
園方案。

研發

招聘更多工程師 本公司壯大其研發隊伍，於截至二零零
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時，隊伍已增至20名員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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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香港智能身份證項目進行技術評估 本公司已繼續評估多項香港智能身份證
項目的技術範疇，包括操作系統  Multos
及  Java，指模識別及算法、網絡安全系
統、密鑰管理及個人化系統。並已開始
產品及系統發展。

為智能設施管理系統持續研發嵌入式
Linux 系統

現正開始研發嶄新的嵌入式  Linux 系
統，而全新的控制板塊則正在開發中

試行及改善八達通卡進出控制方案 成功完成試行八達通卡進出控制方案，
現正改善該方案。

就個人電腦和網絡安全應用，展開研發
以生物特徵和公開密碼匙基礎建設為本
的智能卡方案

本公司已展開以光學及固態傳感器技術
為本的生物特徵智能卡方案的研發工
作。以公開密碼匙為本的智能卡方案亦
已展開。

就香港的智能卡服務供應商業務研發應
用方案與系統

本公司已開始進行售賣機付費的智能卡
服務應用的可行性研究。

就整體運輸系統研發智能卡自動收費系
統及咪錶收費的應用

運用飛利浦的  Mifare 及新力的  Felica 作
為整體運輸系統的自動收費系統及咪錶
收費應用的技術基礎，發展順利進行。

品質保證

就取得  ISO9000品質認證展開籌備工作 本 公 司 已 委 託 獨 立 顧 問 提 供 實 施
ISO9001：2000的品質保證系統的顧問服
務。The 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ion 獲委
為加許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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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款項用途的比較

由招股章程的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起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實質業務活動的進
程中產生的開支與招股章程所載的金額約1,300,000港元相約（以配售本公司股份所
得款項淨額支付）。

建議發行紅股

於二零零一年七月十日上午十時正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將會
向股東提呈一項有關批准發行紅股（「發行紅股」）的決議案。發行紅股所按基準為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二十九日（「記錄日期」）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
之股東每持有一股股份可按入賬列作已繳足股款之形式，獲發行新股份一股。本公
司將於二零零一年七月三日至二零零一年七月十日（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股份過戶登
記，期內將不會辦理股份過戶手續。根據發行紅股而發行的紅股將於各方面與紅股
發行當日已發行的股份享有同等權利。董事相信，建議發行紅股乃符合本公司及股
東的利益，因為發行紅股可為本公司提供較廣闊的資本基礎，股份的流通性亦可因
此而增加。

發行紅股須待以下條件達成後，方可作實：(i)於股東週年大會上通過普通決議案以
批准發行紅股及(ii)聯交所上市委員會批准紅股上市及買賣。本公司已向聯交所上
市委員會申請批准紅股上市及買賣。

載有發行紅股建議詳情的通函將在短期內向股東寄發。

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向過去一年一直鼎力支持本公司的股東、客戶、供應商、往來
銀行與專業顧問致以萬分謝意，亦衷心感謝管理層與員工的默默耕耘，不斷努力。

承董事會命
主席
劉漢光

香港，二零零一年六月十二日

本公佈將於刊發之日起，於創業板網站「最新公司公告」網頁內刊登七天，並會存放
於本公司的網站 www.hkit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