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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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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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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NA Technology Investments Holdings Limited
海航科技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票代號：2086）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公佈

摘要

•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收入增加20%至182.3

百萬港元。

•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毛利增加40%至103.8

百萬港元。

•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扭轉虧損局面並錄得
年度溢利5.7百萬港元（二零一六年：年度虧損18.5百萬港元）。

•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

業績

海航科技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連同
二零一六年同期之比較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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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以港幣計算）

附註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元 千元

收入 3 182,272 152,284

銷售和服務成本 (78,498) (78,095)  

毛利 103,774 74,189

其他收入 4 1,420 1,123

銷售及分銷成本 (17,911) (16,705)

研究及開發費用 (26,921) (36,509)

行政費用 (53,535) (39,926)  

經營溢利╱（虧損） 6,827 (17,828)

財務成本 5(a) (165) (1,056)

應佔合資企業業績 (209) (1,639)  

除稅前溢利╱（虧損） 5 6,453 (20,523)

所得稅 6 (764) 2,020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虧損） 5,689 (18,503)  

每股盈利╱（虧損） 8

基本 1.780仙 (6.268仙 )

攤薄 1.780仙 (6.268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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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以港幣計算）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元 千元

年內溢利╱（虧損） 5,689 (18,503)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益（除稅後）

其後不會被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僱員退休福利負債之重新計量 (172) (32)

其後可能會被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之匯兌差額 1,155 (1,423)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6,672 (19,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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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港幣計算）

附註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元 千元

非流動資產
機器及設備 9 5,270 5,371
無形資產 10 47,000 45,263
商譽 – 1,172
合資企業權益 – 209
可供出售證券之預付款 – 377
遞延稅項資產 2,709 755  

54,979 53,147  

流動資產
存貨 37,974 29,998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11 57,744 56,644
持有至到期金融資產 858 861
可收回本期稅項 556 59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9,632 40,551  

126,764 128,647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12 23,948 19,496
銀行貸款 – 14,222
應付本期稅項 2,211 31  

26,159 33,749  

淨流動資產 100,605 94,89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55,584 148,045  

非流動負債
界定福利負債 1,373 864
遞延稅項負債 510 152  

1,883 1,016  

淨資產 153,701 147,029  

股本及儲備

股本 31,956 31,956
儲備 121,745 115,073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153,701 147,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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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海航科技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前稱「龍傑智能卡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零零年
四月十三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經修訂）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
司之註冊辦事處地點為P.O. Box 309, Ugland House, Grand Cayman, KY1-1104, Cayman Islands，而
直至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日止主要營業地點則位於香港九龍灣宏開道8號其士商業中心
20樓2010–2013室，並由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一日起變更為香港中環康樂廣場 8號交易廣
場二期5樓505–507室。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統稱
「本集團」)及本集團於合資企業之權益。

2 編製基準

本財務報表是按照所有適用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統稱包括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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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適用披露規定
而呈列。本財務報表亦已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適用的
披露規定。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了多項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並於本集團的本會計期間首次
生效。採用該等修訂概無對本集團本期間或過往期間的業績及財務狀況或會計政策造成
任何重大影響。本集團並無應用任何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新訂準則或詮釋。

3 收入及分部報告

(a) 收入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開發、銷售及分銷智能卡產品、軟件及硬件，提供智能卡相關
服務，以及提供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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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主要指向客戶出售產品及提供服務之發票價值（已扣除增值稅、退貨及貿易折
扣）。各項主要收入之金額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元 千元

銷售智能卡產品及提供相關服務 166,272 152,284

諮詢服務 16,000 –  

182,272 152,284  

本集團的客戶基礎具有多樣性，當中只有下列客戶之交易額超過本集團收入10%。
於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來自上述客戶之收入（包括向據本集團所知受共同控
制之實體所作之銷售）分別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元 千元

客戶A 23,677 –

客戶B * N/A# 14,288

客戶C * N/A# 3,804  

* 據本集團所知客戶B及客戶C乃受共同控制。

# 對應收入貢獻不超過本集團收入10%。

(b) 分部報告

本集團透過業務線之部門管理其業務。本集團按照與向本集團最高層管理人員就
資源配置及表現評估之內部匯報資料一致的方式，呈述下列兩個須呈報分部。本集
團並無將營運分部合併以組成以下須呈報分部。

－ 金融科技及智能生活業務主要指開發、銷售及分銷智能卡產品、軟件及硬件，
以及提供智能卡相關服務；及

－ 金融服務及投資業務主要指提供諮詢服務，包括財務盡職調查及商業諮詢服
務。

(i)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

本集團高層管理人員按下列基準監察各個須呈報分部應佔的業績、資產和負
債，以便評估分部表現及進行分部間資源分配：

分部資產包括所有有形資產、無形資產、合資企業權益、遞延稅項資產以及除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及其他公司資產外之流動資產。分部負債包括應付賬款及
其他應付款、界定福利負債、應付本期稅項及遞延稅項負債，但銀行貸款及其
他公司負債則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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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收入及支出而言，收入按照須呈報分部所產生之銷售分配；支出則按照須
呈報分部引致的支出，或須呈報分部資產所產生之折舊或攤銷分配。分部收
入及支出包括本集團透過經營合資企業之應佔收入及支出。

衡量須呈報分部溢利之表示方法為「經營溢利╱（虧損）」。為達致「經營溢利╱
（虧損）」，本集團之溢利已就並無明確歸於個別分部之項目（如董事薪酬、利息
收入、融資成本以及其他總部及公司支出）作出進一步調整。

除收到有關經營溢利╱（虧損）之分部資料外，管理層亦會收到有關收入、折舊
及攤銷、減值虧損及非流動分部資產之增加的資料。

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有關向本集團最高層
管理人員提供用作資源配置及分部表現評估之須呈報分部資料載列如下：

金融科技及
智能生活

金融服務及
投資 總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須呈報分部之收入 166,272 152,284 16,000 – 182,272 152,284      

須呈報分部之經營
溢利╱（虧損） 12,251 (14,123) 5,664 – 17,915 (14,123)      

本年度之折舊及攤銷 (11,671) (14,361) (9) – (11,680) (14,361)

減值虧損
－應收賬款及其他

應收款 (4,756) (3,391) – – (4,756) (3,391)

－無形資產 (281) (1,961) – – (281) (1,961)

－商譽 (1,172) (800) – – (1,172) (800)      

須呈報分部之資產 134,129 141,243 30,649 – 164,778 141,243      

須呈報分部之負債 38,490 20,543 2,219 – 40,709 20,543      

本年度非流動分部
資產之增加 2,699 2,495 116 – 2,815 2,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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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須呈報分部收入、損益、資產及負債之對賬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元 千元

收入

須呈報分部之收入 182,272 152,284  

綜合收入 182,272 152,28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元 千元

損益 

須呈報分部之經營溢利╱（虧損） 17,915 (14,123)

利息收入 157 101

財務成本 (165) (1,056)

未分配之總部及公司支出 (11,454) (5,445)  

綜合除稅前溢利╱（虧損） 6,453 (20,523)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元 千元

資產

須呈報分部之資產 164,778 141,243

分部間應收款之撇銷 (12,667) –  

152,111 141,243

未分配之總部及公司資產 29,632 40,551  

綜合總資產 181,743 181,79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元 千元

負債

須呈報分部之負債 40,709 20,543

分部間應付款之撇銷 (12,667) –  

28,042 20,543

未分配之總部及公司負債 – 14,222  

綜合總負債 28,042 34,765  



– 9 –

(iii) 地區資料

下表載列有關 (i)本集團外界客戶收入及 (ii)本集團之機器及設備、無形資產、
商譽、合資企業權益及非流動預付款（「特定非流動資產」）之地理位置資料。客
戶之地理位置乃根據提供服務及送交貨物之地點劃分。至於特定非流動資產
之地理位置，就機器及設備而言，乃以資產所在地點劃分；就無形資產及商
譽而言，乃以獲分配之經營地點劃分；而就合資企業權益及非流動預付款而
言，則以經營地點劃分。

外界客戶收入 特定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包括香港及澳門（所在地） 38,639 27,104 51,243 50,811    

美國 24,986 15,533 – –

斐濟共和國 23,677 – – –

日本 14,108 11,463 – –

菲律賓共和國（「菲律賓」） 6,354 11,416 1,027 1,578

其他國家 74,508 86,768 – 3    

143,633 125,180 1,027 1,581    

182,272 152,284 52,270 52,392    

4 其他收入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元 千元

政府補貼 * 1,186 884

利息收入 157 101

雜項收入 77 138  

1,420 1,123  

*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向中國政府成功申請研究及開發
補貼及高新企業認定獎勵1,186,000元（二零一六年：884,000元）。補貼目標為通過向
研究及開發計劃合符標準之商業實體發放財政援助以鼓勵科技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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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溢利╱（虧損）

除稅前溢利╱（虧損）已扣除╱（計入）：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元 千元

(a) 財務成本：

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之利息 192 1,519

減：資本化為開發成本之利息開支* (27) (463)  

165 1,056  

* 借貸成本按3%之年率資本化（二零一六年：3%至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元 千元

(b) 員工成本：

界定供款退休計劃供款 2,007 2,672

就界定福利退休計劃確認之開支淨額 287 224  

退休成本總額 2,294 2,896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55,050 54,700  

57,344 57,596

減：資本化為開發成本之金額 (7,616) (9,064)  

49,728 48,532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元 千元

(c) 其他項目

無形資產攤銷 8,748 11,687

折舊 2,932 2,674

減值虧損撥備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4,756 3,391

－無形資產 281 1,961

－商譽 1,172 800

核數師酬金
－審計服務 1,056 996

－其他服務* 190 288

經營租賃開支：最低租賃付款 6,953 5,740

出售機器及設備之虧損淨額 12 487

匯兌虧損淨額 500 747

存貨成本 76,634 77,049  

*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在其他服務之288,000元核數師酬金，
其中280,000元為供股而支付之費用，並已從股本溢價中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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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綜合損益表之所得稅

綜合損益表之稅項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元 千元

本期稅項－香港利得稅
年內撥備 2,212 –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19) (436)  

2,193 (436)  

本期稅項－菲律賓所得稅
年內撥備 23 100  

本期稅項－其他司法管轄區
年內撥備 71 107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 165  

71 272  

遞延稅項
暫時差異之產生及撥回 (1,523) (1,956)  

764 (2,020)  

附註：

(i) 二零一七年香港利得稅撥備乃就年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二零一六年：16.5%）
之稅率計算。

(ii) 根據菲律賓稅法，二零一七年菲律賓所得稅撥備乃就年內估計應課稅收入按30%

（二零一六年：30%）之稅率或年內所產生之總收入按2%（二零一六年：2%）之稅率之
較高者計算。

(iii) 根據相關中國企業所得稅法律、法規及實施指引註釋，適用於本公司之中國附屬公
司之法定所得稅率為25%，惟下述公司除外：

(a) 珠海市樂毅軟件科技有限公司（「珠海樂毅」）

珠海樂毅自二零一三年起可享有兩免三減半稅收優惠政策，因此，珠海樂毅於
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四年獲豁免繳納企業所得稅，於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七
年須按 12.5%之稅率計繳企業所得稅，而自二零一八年起則須按 25%之稅率計
繳企業所得稅。

(b) 龍傑科技（深圳）有限公司（「龍傑深圳」）

由於龍傑深圳獲授「高新技術企業」地位，故可於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七年三
年期間享有15%之企業所得稅優惠稅率。

(iv) 其他實體之稅項按有關稅項司法管轄區之現行適用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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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

(a) 應派付予本公司股東之本年度股息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元 千元

於報告期末後建議分派之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零仙
（二零一六年：每股普通股零仙） – –  

(b) 屬於上一個財政年度，並於年內批准並支付予本公司股東之應付股息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元 千元

屬於上一個財政年度，並於年內批准並支付之末期股
息每股普通股零仙（二零一六年：每股普通股1.0仙） – 2,841  

於二零一六年年內批准及支付之末期股息乃按股東週年大會當日已發行股份總數
計算。

8 每股盈利╱（虧損）

(a)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按本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溢利5,689,000元（二零一六年：本
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虧損18,503,000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319,565,000

股（二零一六年：295,202,000股）計算。計算如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 千

於一月一日之已發行普通股 319,565 284,058

根據供股發行之股份的影響 – 11,144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19,565 295,202  

(b) 每股攤薄盈利╱（虧損）

由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任何潛在攤薄普通
股，故此每股攤薄盈利╱（虧損）與每股基本盈利╱（虧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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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機器及設備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集團添置了總額2,815,000元（二零一六年：
2,495,000元）的多項機器及設備，主要包括租賃物業裝修、傢俬及裝置、電腦及辨公設備
及模具，分別為719,000元（二零一六年：45,000元），315,000元（二零一六年：零元），1,259,000

元（二零一六年：1,217,000元）及522,000元（二零一六年：1,233,000元）。

10  無形資產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無形資產中增加了10,766,000元（二零一六年：
11,663,000元）之開發成本。

11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元 千元

應收帳款 50,925 48,335

減：呆賬撥備 (3,120) (327)  

47,805 48,008

其他應收帳 1,982 862

減：呆賬撥備 – –  

1,982 862

應收合資企業款項 2,740 2,862

減：減值虧損 (1,075) –  

1,665 2,862

應收直接控股公司款項 475 –

應收同集團附屬公司款項 215 –

預付款 2,054 3,268

已付按金 3,548 1,644  

57,744 56,644  

應收賬款包含應收集團附屬公司 16,000,000元（二零一六：零）。此款項無抵押﹑無利息並
根據正常交易條款付還。

本集團預期超過一年後收回或確認為開支之其他應收款、按金及預付款為1,135,000元
（二零一六年：301,000元）。所有其他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預期於一年內收回或確認為
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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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賬齡分析

於報告期末，應收賬款按發票日期及已扣除呆賬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元 千元

一個月內 29,494 17,650

一至兩個月 3,553 5,647

兩至三個月 646 2,695

三至十二個月 1,514 1,090

一年以上 12,598 20,926  

47,805 48,008    

應收賬款一般於發單日期起計七日至三個月內到期。銷售軟件以及解決方案業務
之銷售之相關應收賬款乃按照相關付款期限到期支付，付款期限有可能超過三個
月。

(b)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減值

除非本集團信納收回有關款項之可能性渺茫，否則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之減值
虧損使用撥備賬記錄。若可收回之可能性渺茫，有關減值虧損直接於應收賬款及其
他應收款中撇銷。

年內，呆賬撥備之變動如下：

應收賬款 其他應收款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於一月一日 327 630 – 61

減值虧損撥備 3,638 2,953 43 438

撇銷不可收回款項 (845) (3,256) (43) (499)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3,120 327 – –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應收賬款8,039,000元（二零一六年：327,000

元）及其他應收款零元（二零一六年：零元）已個別釐定為已減值。該等已個別減值之
應收款涉及面對財務困難之客戶及其他債務人，而管理層已評定只有一部份應收
款預期能收回。因此，確認特定呆賬撥備為3,120,000元（二零一六年：327,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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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元 千元

應付賬款 10,856 12,083

應計費用 9,101 5,623

已收按金 3,991 1,790  

23,948 19,496  

本集團預期所有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將於一年內償還。

於報告期末，應付賬款按發票日期計算之賬齡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元 千元

一個月內 4,365 6,400

一至三個月 5,649 4,958

三個月至一年 80 309

一年以上 762 416  

10,856 12,083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二零
一六年：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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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稍後公佈有關股東週年大會的日期及有關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的暫
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的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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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營業額上升20%至182百萬港
元（二零一六年：152百萬港元），於該年度錄得淨利潤6百萬港元（二零一六年：
年度淨虧損19百萬港元）。由於在金融科技與智能生活業務領域之銷售和毛利
大幅改善，本集團成功扭虧為盈。本集團利用對香港本地資本市場及人才的理
解和認知，於二零一七年通過向關聯公司提供諮詢服務開展金融服務及投資
業務，該新業務亦為本集團之財務業績作出貢獻。提供諮詢服務為本集團進一
步擴展與科技領域相關之投資業務、資產管理及相關業務做好準備。本年度每
股基本盈利為 1.780港仙（二零一六年：虧損6.268港仙）。

收入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由於本集團之兩類業務均作出貢獻，
本集團之收入較去年大幅增加20%，市場復蘇為本集團在金融科技與智能生活
業務領域之智能卡相關產品之銷售及服務收入由二零一六年之152百萬港元增
加9%至二零一七年之166百萬港元。於二零一七年，本集團在斐濟共和國（「斐
濟」）推出公交自動收費（「AFC」）專案，為該國提供軟硬體整體解決方案。作為本
集團二零一七年規模最大的單項專案，該項目為本集團貢獻超過24百萬港元
收入，有關項目詳情已載於「業務回顧」一節。

於二零一七年，本集團通過向本公司控股股東海航集團有限公司（「海航集團」）
之附屬公司海航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海航科技集團」）提供諮詢服務開展金融
服務及投資業務。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根據海航科
技集團與本集團附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日所簽署之委任協定完成兩
項有關專案，共錄得 16百萬港元服務收入，有關項目詳情已載於「業務回顧」一
節。

改善利潤率

本集團之毛利率由二零一六年之 49%上升至二零一七年之 57%，主要由於金融
服務及投資業務之高毛利率 (95%)所致。另外由於銷售組合變更，本集團於二
零一七年之智能卡及相關產品毛利率亦上升至53%。本集團過去依賴多家系統
集成商向海外市場銷售硬件，但淨硬件銷售的利潤率通常較低，致使本集團難
以改善利潤率。於二零一七年，本集團完成在斐濟之整體解決方案專案，由於
該專案佔本集團之銷售額較大比例及其當中之軟體產品利潤率較高，從而導
致本集團的毛利率上升。



– 17 –

開支及減值

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之總開支較去年增加 5%（二零一七年：98百萬港元；二零
一六年：93百萬港元）。該變動主要由於新增金融服務及投資業務及總部及公
司支出增加所致。

由於實行減省成本措施，金融科技及智能生活業務之總開支下降14%（二零一七
年：76百萬港元；二零一六年：88百萬港元）。於二零一六年，該業務領域進行
了架構重組，通過整合一些研究及開發功能加強營運並提升效率。該次重組於
二零一六年完成，成功降低二零一七年之員工成本及辦公室費用。開支減少亦
歸因於開發成本攤銷減少。一些產品於上一年度已全額攤銷，幾項重要新產品
仍處研發階段，尚未開始攤銷。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確認應收及其他應收款及商
譽減值虧損分別為 5百萬港元及1百萬港元。應收賬款減值乃由於管理層認為
一項專案因進度延誤而收回全部款項的可能性存疑。於二零一七年，管理層已
明確本集團在中國地區之智能卡及相關產品業務規劃，未來本集團將重點銷
售硬體產品。故對此前在中國市場就收購與AFC解決方案及其他應用相關的業
務資產所產生之商譽做出減值。

金融服務及投資業務總開支約10百萬港元，主要包括員工成本、顧問費及辦公
室費用。

總部及公司支出費用較去年增加 7百萬港元（二零一七年：12百萬港元；二零
一六年：5百萬港元）。該增長主要由於董事薪酬及法律費用增加所致。本公司
於二零一七年產生大量法律及專業費用，為準備強制性無條件現金要約綜合
文件、公司更名及持續性關聯交易之通函有關的一次性支出。

財務狀況表

機器及設備於兩個年度均維持在5百萬港元左右，此乃由於二零一七年新增部
分被折舊抵消所致。無形資產由45百萬港元增加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之47百萬港元。若干重要新產品如前所述，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仍
處研發階段，因此大量開發成本在該等產品項下予以資本化。

存貨由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30百萬港元增加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之38百萬港元。由於二零一六年之大額訂單減少，管理層刻意對二零
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庫存餘額進行控制。隨著二零一七年市場復蘇且銷
售表現良好，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底為即將收到之二零一八年年初訂單準備
部分零件及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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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並無任何重大變動。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金
融服務及投資業務之應收賬款16百萬港元（二零一六年：零）為海航科技集團未
付的諮詢費。金融科技及智能生活業務之應收賬款由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之48百萬港元大幅減少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32百萬港元，與二
零一七年第四季度較二零一六年同期之銷售額跌幅一致。本集團於二零一六
年之整體銷售表現欠佳，但隨著市場情況於下半年開始好轉，二零一六年第四
季度之銷售額顯著回升，致使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應收賬款較
高。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確認之減值虧損3百萬港元亦導致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應收賬款下降。

應付帳款及其他應付款由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19百萬港元增加至二
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24百萬港元。該變動主要由於應計提員工花紅以
及就二零一八年年初訂單所收取之按金增加所致。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銀行貸款已於二零一七年全數償還。由於控
股股東於二零一七年一月發生變動，多間銀行終止了其銀行之融資，因此本集
團償還了各銀行貸款。

業務回顧

於二零一七年，本集團之股權結構發生變更。海航集團附屬公司HNA EcoTech 

Pioneer Acquisition於二零一七年一月十三日成為本公司控股股東並於二零一七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持有本集團75%權益。控股股東變更後，本集團除繼續發展
既有業務外，亦於二零一七年開始發展新的金融服務及投資業務。

由於這兩類業務均於二零一七年錄得溢利，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成功扭虧為
盈，錄得淨利潤6百萬港元。本集團現時無意出售任何既有業務並將繼續探索
其他業務機遇，例如收購或投資資產及╱或業務剝離及集資，以提高其整體增
長及日後的發展。

金融科技與智能生活

專注端對端解決方案

於二零一七年，本集團在金融科技與智能生活業務領域主要發展智能卡及相
關產品業務，並在AFC業務方面取得長足進展。本集團全資附屬公司－龍傑智
能卡有限公司及一拍通收費系統有限公司（「一拍通」）提供的技術分別在美國、
斐濟、菲律賓等地區成功入選多個AFC專案。在美國，我們的車載機被選中並
集成進三藩市、紐約等主要城市的AFC項目。

於本年度期間，一拍通與Vodafone Fiji Limited簽署合約，成為其斐濟新AFC項目
的解決方案供應商。通過該項目，一拍通透過供應公交卡，使公交卡用在斐濟
主要的交通工具－公車上。斐濟人口總數約1百萬，公車總量超過1,700輛。一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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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主要負責提供端對端解決方案。斐濟政府期望通過此AFC系統改善公車運
營商與政府之稅收狀況和現金流。同時該系統還將改善給予學生、養老金領取
人、老年人以及殘疾市民╱居民之交通補助╱補貼之定位、覆蓋及分配之透明
度與管控。因此該項目在二零一七年八月份推出後，有可能進一步拓展至其他
公共交通工具。

二零一八年，一拍通將在斐濟繼續推廣其服務，並會努力擴大其業務範圍至巴
布亞新畿內亞獨立國等太平洋島嶼。

在菲律賓，一拍通將為即將開啟的吉普尼現代化項目提供端對端解決方案。吉
普尼是菲律賓最常見的公共交通工具。考慮到環境、交通以及效率因素，菲律
賓政府已決定對該種公共交通方式進行現代化改造。本集團還為該群島南部
一座新興經濟中心城市提供了端對端AFC系統。

展望未來，本集團將更加注重發展端對端解決方案業務，不再局限於為第三方
解決方案集成提供硬體產品。這些方案除了提供AFC功能外，還將涵蓋支付、
票務系統、車隊管理系統、乘客資訊顯示系統、車上安全系統以及其他應用。

發佈新產品

於本年度期間，本集團發佈兩款主要產品，分別隸屬於移動讀卡器產品線和智
能卡產品線。

移動讀卡器－ACR3901T-W1安全藍牙接觸式智能卡讀寫器

ACR3901T-W1安全藍牙 ® SIM尺寸接觸式智能卡讀寫器採用藍牙 ®智能介面，能
夠讓使用者使用SIM尺寸接觸式智能卡進行無線交易。

ACR3901T-W1支持 ISO 7816智能卡、T=0和T=1協定的微處理器卡和常見存儲卡，
讀寫速率可達 600 Kbps。除了藍牙 ®智能介面（也稱為藍牙 4.0），它還具有USB全
速介面，不僅適用於移動設備，還適用於各式電腦。廣泛的支持性和固件可升
級性使其成為一款極具成本效益的產品。

智能卡－ACOSJ-P PBOC 3.0 DC/EC卡

ACOSJ-P PBOC 3.0 DC/EC卡是一款由 Java卡技術支援，符合GlobalPlatform基本財
務配置規範的加密智能卡解決方案。

ACOSJ-P預裝了通過PBOC 3.0認證的應用程式，特別適合電子銀行和電子支付
應用。PBOC 3.0認證能夠確保ACOSJ-P支援國際加密演算法並符合銀聯標準。
ACOSJ-P亦符合QPBOC標準，確保非接觸式交易的速度能進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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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OS J-P適用於多種應用，例如借貸記應用、小額電子現金 (EC)轉帳等。由於通
過一系列認證，ACOSJ-P有助於開環系統的連接，能夠擴大買家的合作機會，
簡化終端用戶的支付流程。ACOSJ-P提供三種介面選擇，分別是接觸、非接觸和
雙介面。此外它內置多款應用程式並具有強大的加密功能，能夠確保這些應用
程式得到全面保護。

事件及獎勵

本集團持續活躍於業界活動。於二零一七年，本集團參與多項重要業界活動，
其中包括在美國華盛頓特區舉行的二零一七年安全聯邦身份認證展。為確保
對設施及網路系統進行聯邦身份識別與存取限制的安全性，美國聯邦政府通
常制定多項政策與技術開發要求，該展會高度關注此類政策與技術要求的未
來發展方向。在會議期間和展會現場，來自聯邦政府及安全領域的專家會展示
並講解政府為管理身份識別並限制聯邦機構訪問所做出的努力以及未來發展
方向。我們為政府與會者展示及帶領參觀並進一步瞭解我們的創新型身份識
別產品和服務，這些產品和服務無論在現在還是將來均可確保聯邦身份識別
的安全性。

此外，龍傑智能卡有限公司還在最近結束的APAC Insider Awards評選活動中榮獲
「傑出智能卡及讀寫器技術和最佳環保電子及 IT企業獎」。APAC Insider Awards評
選活動由APAC Insider Magazine舉辦，範圍涵蓋所有亞太地區企業，每年舉行一
次，旨在表彰推動建立行業新規則並取得顯著成果的企業。所有獲獎者皆由專
家評委根據候選公司過去12個月的表現，以及APAC Insider Magazine針對提名公
司進行的調查和業內人士的投票共同評選產生。

金融服務及投資

於二零一七年八月一日，本公司宣佈有意發展及從事與科技領域相關之投資
及資產管理業務，即金融服務及投資業務。本公司相信，新業務有助擴大本集
團業務組合及擴寬收入來源，從而可能提升財務表現。本集團已於年內透過招
聘合資格且有經驗之員工開展此項業務。於新業務發展初期，本集團僅提供諮
詢及顧問服務作為新業務之部分內容。

年內，本集團為向海航科技集團提供諮詢服務之持續關連交易確認收入16百
萬港元。董事認為，本集團可利用海航科技集團於科技相關領域之知識及專業
擴展其金融服務及投資業務。向科技公司提供諮詢服務將使得本集團優化人
力資源利用、擴大客戶群、緊扣科技領域市場發展方向。本集團正尋找向獨立
第三方提供類似諮詢服務之機遇。雖然新業務仍處於發展初期，但由於此項諮
詢收入，該業務之分部溢利得以確認並使本集團之整體盈利得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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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金融服務及投資

除諮詢及顧問服務外，本集團亦計畫擴展並專注於資產管理業務，包括基金管
理並向專業投資者提供基金，詳細情況將在較後階段予以確認。

本集團已開始勾劃資產管理業務之戰略佈局並正向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
會（「證監會」）申請營運相關業務所須牌照。根據證監會披露資料顯示，截至二
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香港資產管理業務合計管理資產較二零一五年按
年上升5.2%至182,930億港元。獲取資產管理牌照擴大業務是本集團戰略定位的
重要組成部分。本集團計畫結合我們及我們控股股東對科技行業的理解、認知
和積累經驗及香港資本市場的人才優勢和資金流動優勢，加大在與科技類資
產相關的金融服務和投資業務，形成發展更快、利潤更好的新業務引擎，與自
身的智能卡業務產生協同效應。

據證監會披露，海外投資者持續成為香港資產管理業務的主要資金來源，以二
零一六年計，源自海外投資者的資金佔香港資產管理總規模的 66.3%。海航集
團強大的國際化背景將有助本集團實現資產管理業務國際化。本集團及其控
股股東在諸多科技資產領域有著廣泛的佈局，包括雲計算、大數據、供應鏈及
IT、數據咨詢及服務以及智能製造等等代表著新技術發展方向的各個板塊都
進行了廣泛的投入，並積累了深厚的認知。

我們將有效結合上述兩個方面的優勢，穩健而又迅速的擴展科技金融服務及
投資業務。

金融科技和智能生活

展望未來，本集團會繼續尋求及發展與金融科技相關的業務。本集團計劃發佈
兩款核心金融科技產品以利公司業務的發展。這兩款新產品包括：

AMR220-C1安全藍牙 ® mPOS讀寫器

AMR220-C1 mPOS讀寫器是一款超可攜式裝置，專為在Android™、iOS、Windows®、
Linux®和MAC OS®移動設備（智能手機或平板電腦）上使用而設計。它能與市場
上各類mPOS系統輕鬆集成。最終使各類智能手機或平板電腦變身為銷售點終
端。mPOS系統基礎成本低，其解決方案能夠為商戶提供極大的靈活性，在確保
支付安全的同時，保障交易過程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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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R330車載機

ACR330是一款通過EMV認證的車載機。它支援借╱貸記卡，其中包括EMV標準、
閉環支付網路、非接觸或NFC技術、電子錢包、Applepay和二維碼（微信和支付
寶）支付方式。

本集團相信，以上兩款金融科技產品會有助於本集團將業務範圍擴展至與移
動支付、互聯網金融以及金融科技相關的領域。

除金融科技產品，本集團還計畫拓展其智能生活業務。自二零一七年，本集團
更專注在公車車隊管理系統和公車車載綜合安全系統的業務。除了當前使用
的公交支付系統外，我們大多數客戶都在尋求一種整體解決方案，希望以此改
善公交營運效率和生產力，同時提升公車安全水準來防止偷竊和暴力事件發
生。我們相信，如果一拍通將車隊管理及監控系統與一拍通現有成熟的公車支
付系統相結合，形成整體解決方案，以一站式服務方式滿足公交運營商的所有
需求，必定會產生強大的協同效應。

「一帶一路」倡議

未來三年，本集團金融科技與智能生活業務領域的重點將跟隨中國政府提出
的「一帶一路」倡議。目前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國家和地區總數已超過68個。
「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將會彌補基礎建設缺口，加快亞太地區以及中歐和東
歐的經濟發展。

根據世界養老金理事會專家估計，未來十年除中國以外的亞洲地區每年在基
礎建設方面的投資需求高達9,000億美元，並且以債務工具為主。他們推斷，目
前亞洲的基礎建設支出不足率為50%。我們因此認為這68個國家和地區對於金
融科技與智能生活相關產品的需求正逐漸增加。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本集團長期維持穩健的流動資金。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
金及現金等價物為30百萬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1百萬港元）。於
年內，本集團已償還所有銀行借貸，因此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並
無任何銀行借貸結餘。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銀行借貸結餘為14百萬
港元及資本負債比例（即總負息負債除以總權益）為0.10。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之資產淨值為 154百萬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47百萬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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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權益股本及經營業務產生之現金用作營運資金及其他營運需要。年
內，本集團錄得經營活動現金流入淨額17百萬港元（二零一六年：11百萬港元），
經營活動現金流入增加是由於營運利潤上升。本集團維持正經營活動現金流
是由於二零一七年其未計利息、所得稅、折舊、攤銷及無形資產減值撥備前經
營盈利 (EBITDA)達20百萬港元（二零一六年：虧損1百萬港元）。於二零一七年期
間，本集團錄得投資活動現金流出淨額13百萬港元（二零一六年：14百萬港元）。
投資活動現金流出淨額保持穩定主要由於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七年之開發成
本的資本性開支維持相近水平。於二零一七年期間，本集團錄得融資活動現金
流出淨額14百萬港元（二零一六年：現金流入淨額14百萬港元），二零一六年錄
得之現金流入淨額是由於收到因供股而發行的股份之所得款項 39百萬港元。
於二零一七年期間，本集團已償還所有銀行借貸約14百萬港元。

出售及收購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集團並無重大出售或投資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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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披索、美元及人民幣計值。由
於港元與美元掛鉤，因此美元產生之匯兌風險不會對本集團構成重大財務影
響。本集團不時訂立外匯對沖交易用以管理貨幣風險，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本集團並無任何相關對沖交易（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零）。

按本集團的外匯對沖政策，本集團只通過訂立遠期合約對沖在銷售和採購的
外匯風險。在任何情況下遠期合約都不會超逾相應貨幣的所有應收賬款和採
購訂單的總款額，也不會用於投機活動。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本集團並無抵押任何資產。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本公司並無作出任何公司擔保（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向銀行為其主要附屬公司獲授之銀行信貸額作出公司擔保
80百萬港元（連同相關利息））。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本集團並無銀
行融資。除此處所披露者外，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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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本集團有 205名全職僱員。於損益中確認之
員工成本為49百萬港元（二零一六年：49百萬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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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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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概無本公司董事於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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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股
份。

企業管治守則

於年內本公司採用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
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原則。除下列披露以外，董事認為截至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條文。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羅家駿先生，SBS, JP提出辭任獨立非執行董事、
薪酬委員會成員兼主席以及審核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成員，自二零一七年四
月一日起生效。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七日，郭眈先生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
事及審核委員會成員。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一日，嚴繼鵬先生提出辭任獨立非執
行董事、審核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各自之成員兼主席以及薪酬委員會成員，自
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起生效。

因此，自二零一七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及自二零一七年九
月三十日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期間，本公司未能遵守上市規則第3.10

及3.10A條有關董事會組成及上市規則第3.21條有關審核委員會組成之規定。自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委任連達鵬博士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審核委員會
成員兼主席後，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第3.10及3.10A條有關董事會組成及上市
規則第3.21條有關審核委員會組成之規定。

本公司企業管治原則及程序將詳載於二零一七年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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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持股量

茲提述刊發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一七年四月十九日及二零
一七年四月二十一日有關本公司公眾持股量之公告。

誠如以上公告所載，緊隨強制性無條件要約截止後，本公司未能符合上市規則
第8.08(1)(a)條之 25%最低公眾持股量規定。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於二零一七
年三月二十二日起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一日三個月期間豁免嚴格遵守上市
規則第8.08(1)(a)條之規定。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聯交所就由二零一七
年三月二十二日起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一日期間向本公司授出豁免嚴格遵
守上市規則第 8.08(1)(a)條。

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一日，控股股東已知會本公司，為協助本公司根據上市
規則第8.08(1)(a)條恢復公眾持股量，控股股東已透過萬海證券有限公司向獨立
第三方出售53,193,488股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約16.65%，「出售事項」）。
出售事項已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完成。

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緊隨出售事項完成後，79,891,223股股份（佔
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25%）由公眾持有。因此，上市規則第8.08(1)(a)條所規定
之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 25%之最低公眾持股量已恢復。

審核委員會審閱年度業績

審核委員會現由三名成員組成，分別為郭眈先生、江澄曦女士及連達鵬博士。

審核委員會已聯同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截止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業績，並建議董事會採納有關業績。

本集團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執業會計師），已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損益表、綜合損益表及其他
全面收益表及其相關附註所列的財務數字與本集團本年度之草擬綜合財務報
表內之數字進行核對，兩者數字相符。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審計
準則》、《香港審閱工作準則》或《香港核證工作準則》，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就此
所進行之工作，並不構成審核、審閱或其它委聘保證，因此核數師不會就本公
告發表任何保證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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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報及其他資料

本公告登載於本公司之網頁（www.hnatechinv.com）及聯交所之網頁（www.hkexnews.hk）。
二零一七年年報將適時寄發予所有股東及分別登載於本公司及聯交所之網頁。

承董事會命
海航科技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童甫
主席

香港，二零一八年三月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五名執行董事童甫先生、王浩先生、彭放先生、張
陶先生及黃智豪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郭眈先生、江澄曦女士及連達
鵬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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