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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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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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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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收益較二零一一年上
半年度上升45%至72.8百萬港元。

•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毛利較二零一一年上
半年度上升64%至40.2百萬港元。

•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除稅後純利較二零
一一年上半年度上升2,129%至7.2百萬港元。

•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流動比率為1.89，而資本負債比率為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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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
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一年同期之未
經審核比較數字。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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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 3 37,153 29,348 72,780 50,099
銷售及服務成本 (17,368) (15,702) (32,557) (25,532)      

毛利 19,785 13,646 40,223 24,567
其他收入及收益 76 57 118 66
銷售及發行成本 (3,077) (2,490) (6,028) (4,989)
研究及開發費用 (5,051) (4,244) (10,942) (8,344)
行政費用 (7,043) (5,502) (14,138) (10,642)
財務費用 4 (91) (85) (169) (148)      

除稅前溢利 5 4,599 1,382 9,064 510
所得稅支出 6 (945) (151) (1,863) (18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3,654 1,231 7,201 323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之匯兌
（虧損）╱收益 (108) 78 (57) 128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108) 78 (57) 12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3,546 1,309 7,144 451       

本公司擁有人期內應佔溢利之每股盈利 8
－基本（港仙） 1.290 0.435 2.543 0.114       

－攤薄（港仙） 1.289 0.434 2.540 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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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已經審核

附註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機器及設備 9,686 9,719
開發成本 25,461 22,141    

35,147 31,860    

流動資產
存貨 39,714 36,845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
已付按金 9 20,603 17,010

持至到期金融資產 36 3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5,697 22,267    

76,050 76,158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應計費用及
已收按金 10 26,792 35,158

銀行借貸，有抵押 11,163 8,285
即期稅項負債 2,233 710    

40,188 44,153    

淨流動資產 35,862 32,00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71,009 63,865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900 900    

淨資產 70,109 62,96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28,316 28,316
儲備 11 41,793 34,649    

總權益 70,109 62,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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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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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營業務（所用）╱產生之現金淨額 (1,954) 3,011
投資業務所用之現金淨額 (7,310) (5,777)
融資業務產生之現金淨額 2,709 2,78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額之（減少）╱增加 (6,555) 15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2,267 15,323
匯率變動對持有現金之影響 (15) 128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5,697 15,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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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本 股份溢價* 合併儲備* 匯兌儲備* 保留溢利*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結餘 28,316 17,829 4,496 229 6,570 57,440

期內溢利 – – – – 323 323
其他全面收益－換算海外業務
財務報表之匯兌收益 – – – 128 – 128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128 323 451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結餘 28,316 17,829 4,496 357 6,893 57,891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結餘 28,316 17,829 4,496 635 11,689 62,965

期內溢利 – – – – 7,201 7,201
其他全面收益－換算海外業務
財務報表之匯兌虧損 – – – (57) – (57)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57) 7,201 7,144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結餘 28,316 17,829 4,496 578 18,890 70,109        

* 此等儲備賬項包括列於綜合財務狀況表內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綜合儲備
41,793,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29,575,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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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中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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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發出之香港會計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公司條例披露規定編製。本中
期財務報表亦包括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
則」）之適用披露規定。

遵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所編製之中期財務報表，需要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
及假設，影響應用政策及按年內迄今為止所申報之資產與負債、收入及開支之款
額。實際業績可有別於該等估計。

除下文所披露者外，編製本財務報表時所採用之會計政策乃與編製二零一一年年
度財務報表時所採用者一致。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首次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若干新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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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一二年一月一日開始之年度期間之本集團財務報表生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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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已提前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二零一一年）「僱員福利」，
此修訂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但允許提前採納。香
港會計準則第19號（二零一一年）廢除緩衝區法，使界定福利責任出現變化，而計
劃資產之公平值則於彼等出現期間確認。經修訂準則規定將本集團之界定福利負
債（或資產）淨額之變動分為三部分：於損益中確認之服務成本（包括目前及過往
服務成本及結算）；於損益中確認之界定福利負債淨額之利息淨額；及於其他全
面收益中確認之重新計量之界定福利負債（或資產）。經修訂準則基於預計結算日
期將短期及長期僱員福利區分。過往準則使用「尚待結算」一詞。此變動可令更多
計劃被分類為長期僱員福利計劃，並將需要按與界定福利計劃類似之方式列賬。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二零一一年）就界定終止福利提供額外指引。須視乎日後所
提供服務而提供之福利（包括就提供額外服務而增加之福利）並非終止福利。經修
訂準則規定終止福利之負債於實體不能取消提供該等福利時及實體確認任何有關
重組成本當日（以較早者為準）確認。此舉導致自願終止福利於某些情況下會稍遲
確認。除兩種情況外，修訂一般會追溯應用。提早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二
零一一年）不會對本集團造成重大影響。

本中期財務報表未經審核，但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作出審閱。董事會於二零
一二年八月八日核准刊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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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資料

執行董事已識別智能卡產品、軟件及硬件開發和經銷及提供智能卡相關服務為呈
報內部報告的唯一業務組成部分，以供彼等就資源分配作決定及檢討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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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界客戶收益及呈報分部收益 72,780 50,099   

呈報分部溢利 9,550 964
未分配企業費用 (486) (454)   

綜合除稅前溢利 9,064 510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呈報分部資產 111,123 107,953
未分配企業資產 74 65   

綜合資產 111,197 108,018   

客戶的地理位置乃根據客戶的居住地劃分。非流動資產之地理位置，如機器及設
備，乃以資產所在地點劃分，而開發成本則以經營地點劃分。本集團之外界客戶
收益及非流動資產劃分為以下地域：

外界客戶收益 非流動資產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包括香港及
澳門（所在地）# 7,762 6,160 33,436 31,430     

外國
－美國 19,605 1,806 7 –
－意大利 11,214 16,519 – –
－其他國家 34,199 25,614 1,704 430     

65,018 43,939 1,711 430     

72,780 50,099 35,147 31,860     

# 本公司是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投資控股公司，而本集團在此並沒有任
何活動。本集團主要經營地點為中國，因此，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部」的披露規定，本集團之所在國家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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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

收益，亦為本集團之營業額，代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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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卡產品、軟件和
硬件銷售 36,332 29,240 70,161 49,564
智能卡相關服務 821 108 2,619 535     

37,153 29,348 72,780 50,099     

4 財務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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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貸款利息，須於接獲
通知時或五年內悉數
償還 91 85 169 148     

5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除稅前溢利乃於扣除各項後達致：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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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發成本攤銷* 926 540 1,834 1,105
機器及設備折舊 1,120 776 2,185 1,516     

* 計入損益中的研究及開發費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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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支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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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期內撥備 1,086 226 2,004 226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12) – (12) –     

1,074 226 1,992 226     

菲律賓所得稅
－期內撥備 9 28 9 64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138) (103) (138) (103)     

(129) (75) (129) (39)     

945 151 1,863 187     

香港利得稅撥備乃就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二零一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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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其他地方包括中國及加拿大之營運並無產生應課稅溢利或相關附屬公司之未
用稅項虧損結算可抵銷本期間之應課稅溢利，因此本集團並無為此等地方之所得
稅作出撥備（二零一一年：無）。

7 股息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本公司並無宣派或派付任何股息
（二零一一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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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乃分別按本公司擁
有人應佔溢利3,654,000港元（二零一一年：1,231,000港元）及7,201,000港元（二
零一一年：323,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加權平均數283,161,000（二零一一年：
283,161,000）及283,161,000（二零一一年：283,161,000）普通股計算。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乃分別按本公司擁
有人應佔溢利3,654,000港元（二零一一年：1,231,000港元）及7,201,000港元（二零
一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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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477,000（二零一一年：283,452,000）及283,459,000（二零一一年：
283,479,000）普通股計算。

用於計算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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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161,000（二零
一一年：283,161,000）及283,161,000（二零一一年：283,16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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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000（二零一一
年：291,000）及298,000（二零一一年：318,000）普通股。

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已付按金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16,487 14,241
其他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已付按金 4,116 2,769   

20,603 17,010   

客戶通常獲給予賒賬期14至60（二零一一年：14至100）天。根據銷售日期，本集
團之貿易應收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30天 9,301 9,944
31–60天 2,584 2,332
61–90天 681 677
91–365天 3,765 1,133
365天以上 156 155   

16,487 14,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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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應付款項、應計費用及已收按金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款項 12,294 9,518
應計費用及已收按金 14,498 25,640   

26,792 35,158   

根據發票日期，本集團之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30天 7,382 4,340
31–60天 3,846 4,517
61–90天 932 503
91–365天 76 112
365天以上 58 46   

12,294 9,518   

11 儲備

本集團之儲備金額及有關儲備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之變動呈列於財務報表第5頁
之綜合權益變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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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比較數字

本集團過往將銀行手續費包括在財務費用內。根據其性質，此等金額現已包括在
綜合全面收益表中之有關費用內，以能更公允地反映期內之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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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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
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期間之未經審核綜合財務業績一併閱讀。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二季度的銷售收益與純利均較同年第一季度的
數字有所增加。與去年同期相比，六個月的銷售收益增長了45%至72.8百萬港
元，毛利增長了64%至40.2百萬港元，而純利增幅更高，由0.3百萬港元增加
至7.2百萬港元。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的總銷售額較二零一一年上半年增長了45%，三個地區的銷
售增長狀況如下表所示。不同地區的銷售額或會有所波動，這是因為一些大型
項目可能已經轉化為某一地區的銷售收益，而在另一地區，來自大型項目的訂
單或許在該會計期間之前已經完成。美洲地區銷售額的顯著增加主要是因為交
付了一批自動收費系統的支付終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變動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歐洲 17,306 15,944 +9% 25,148 27,281 -8%
美洲 6,508 1,794 +263% 21,680 3,160 +586%
亞太區 8,564 6,816 +26% 18,008 13,381 +35%
中東及非洲 4,775 4,794 -0% 7,944 6,277 +27%       

37,153 29,348 +27% 72,780 50,099 +45%       

由於產品和服務遠銷至世界一百多個國家，龍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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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支出增加了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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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產品推廣和銷
售和確保營運暢順。

除稅前純利由0.5百萬港元增加至9.1百萬港元。除稅後，二零一二年上半年的
純利為7.2百萬港元，而去年同期為0.3百萬港元。

股息

董事會不宣派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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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 –

業務回顧

龍傑有四條主要的業務線，並且在每條業務線都不斷投入資源，以提升現有產
品並開發新型產品。龍傑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向市場推出了幾款新產品，其詳
細資料載於龍傑網站(www.acs.com.hk)，這裡是簡要介紹。

(1) 卡片操作系統(COS)：

ACOS5-64 CryptoMate64

龍傑推出的兩款新型智能卡產品：ACOS5-64（一種公鑰基礎設施(PKI)操
作系統），以及CryptoMate64（一種帶嵌入式芯片以確保安全網絡訪問控
制的USB密鑰產品）。除了便攜、超輕的設計外，CryptoMate64為用戶
提供了市場上最強大的認證解決方案之一。

(2) 連機智能卡讀寫器（接觸式和非接觸式）：

ACR100 SIMFlash II ACR33U-A1 SmartDuo

龍傑推出的ACR100 SIMFlash II將智能卡讀寫器、儲存器和非接觸式智
能卡的功能融為一體。與其前身相比，該款產品的新功能包括嵌入式
Mifare芯片，可允許讀寫器用作非接觸卡片進行門禁等多種非接觸式應
用。此外，它的USB插頭可自由伸縮。

龍傑還推出了ACR33U-A1 SmartDuo，該款產品被巧妙的設計為可同時
讀寫兩張全尺寸智能卡和三張SAM卡，為實現多種智能卡應用提供快
速、安全和最具成本效益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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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帶按鍵和顯示屏的智能卡終端：

ACR89

龍傑新發佈的ACR89手持式智能卡讀寫器帶有液晶顯示屏、按鍵、兩個
智能卡卡槽和三個SAM卡卡槽，同時可以選配感熱式打印機並支持非接
觸式卡片。ACR89取代其前身ACR88，仍然是具價格競爭力的產品。

(4) 自動收費（自動收費）解決方案，包括硬件、軟件和安全系統：

ACR300車載收費機 ACR320車載收費機

本集團的自動收費系統以一拍通收費系統有限公司（一拍通）的名義進行
銷售。一拍通集中在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拓展業務。在這些國家開展
業務帶來的特殊挑戰通常在發達國家十分少見。例如，發達國家的大城
市有許多零售連鎖店，可以作為乘客的充值點（即向公交卡再次圈存）。
然而發展中國家的大城市十分缺乏此類商店。為了適應這一挑戰，本集
團繼續探索替代的充值方法，並不斷擴大自動收費解決方案的功能，以
滿足不同客戶的需求。

此外，本集團已花費數年時間打造一款名為Teczo的企業協作平台軟件，旨在
改善企業員工儲存信息、溝通和協作。作為一個雲端基礎平台，Teczo以非常
友好的用戶介面為知識管理、客戶關係管理和項目管理提供基礎。本集團擬在
財務及其他資源允許時將該軟件進行商用。目前Teczo軟件的開發團隊依然致
力增強和擴大該軟件以作內部使用。該軟件極大地提高了本集團的生產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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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自一九九五年成立以來，經過十七年的發展，龍傑已經廣泛掌握了智能卡行業
的主要技術。在最初的十年間，龍傑員工幾乎全部集中在香港，當時電子工程
和計算機科學是本地大學生最青睞的學系。但近年來這種趨勢已經改變，追求
以工程為事業的學生數量有所減少，而對研發工作有興趣的學生人數更少。有
見及此，龍傑充分認同人力資源對其將來發展的重要性，無疑會盡最大努力吸
引、招收和留住具有高潛力並有興趣從事研發工作的工程及理學院的畢業生。

多年來龍傑成功結合位於香港、中國內地和菲律賓的人才進行技術開發，做
好銷售和市場推廣工作，並為世界各地的客戶提供服務。本集團內部研發的
Teczo軟件大大促進了員工之間的協作。

龍傑已經與世界一百多個國家的客戶建立穩固的關係，且不斷加強技術力量並
推出了更為複雜的產品和服務，以滿足日益增加的客戶需求。勢頭已經建立，
管理層有信心可以在未來數年保持收益和盈利增長的趨勢。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於任何時間，本集團都維持穩健的流動資金。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
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15.7百萬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2.3百
萬港元）。本集團將其大部份現金以港元（「港元」）、歐羅（「歐羅」）、美元（「美
元」）及人民幣（「人民幣」）方式存於銀行戶口。本集團之銀行借貸為11.2百萬
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3百萬港元）。銀行借貸以港元及美元計
值，按浮動利率計息並須於五年內償還。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資本負債
比率（即總付息負債除以總權益）為0.16（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13）。

本集團之權益股本、銀行借貸連同營運產生之盈利用作營運資金及其他營運
需要。流動比率（即流動資產與流動負債之比率）為1.89（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1.72）。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資產淨值為70.1百萬港元（二零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3.0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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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

於首六個月，本集團並無作出任何重大投資。

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並無重大收購或出售任何附
屬公司及聯屬公司。

匯率波動風險

本集團之資產、負債及交易主要以港元、歐羅、美元及人民幣計值。由於港元
和美元掛鈎，故此本集團並無來自美元對港元之外匯匯率變更所引致之重大風
險。就人民幣對港元之變動，本集團認為因人民幣產生之匯兌風險不會對本集
團構成重大財務影響。在適當時候會動用對沖工具，包括遠期合約，以管理歐
羅之外匯風險。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抵押任何資產。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向銀行為其一間主要附屬公司獲授之銀行信
貸額作出公司擔保28百萬港元（連同相關利息）。除此處所披露者外，本集團
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258名全職僱員。於損益中確認之員工成
本為18.0百萬港元（二零一一年同期：14.8百萬港元）。本集團對僱員之薪酬政
策及組合乃按照員工個別資歷、表現、經驗及業界當時情況而定。此外，僱員
獲提供多項培訓以提高其產品及市場知識。

本集團亦已採納購股權計劃，據此，本集團可授予僱員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
份，以認同僱員對本集團所作之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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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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管治

除下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創業
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之前有效）及企業管治守則（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起生效）（「守則」）之條文。

守則條文第A.2條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且不應由同一人兼
任。黃耀柱先生獲委任為本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因此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
沒有區分。董事會認為此架構不會影響本公司董事會與管理層兩者之間的權力
和職權的平衡。董事會亦相信委任彼出任本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之職，會有利
於本公司的業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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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該等交易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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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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文煥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葉澤霖
博士及王益民先生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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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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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八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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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澤霖博士、余文煥先生及王益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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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