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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次演讲资料由百富环球科技有限公司（「百富」或「本公司」）编制，并仅供本公司向潜在投资者作简介之用。于接纳本文件，你同意保持本文件所披露数据
的绝对机密性。

本文件未经独立核证，对于本文件所包含的信息是否公平、准确、完整或正确，本公司没有任何明确或隐含的声明或保证。于本次演讲后，本文件所载信息须被
研究或考虑为不曾及不会更新以反应事情的进展。

本文件包含陈述反映本公司目前对将来的观点及预测，此等前瞻性陈述乃基于对本公司营运及其他超出本公司控制范围内因素的假设，并受制于显着风险及不稳
定性。因此，实际结果可能与这些前瞻性陈述有重大差别。本公司明确表示概不会就任何此后发生之事件或情况作出更新，不会对此等前瞻性陈述承担任何义务，
且不保证任何前瞻性陈述所载的结果及事件将会实质发生。

本简报包含的数据可能带有股价敏感性质，按香港或其他地区法例，向他人提供此等资料将构成你及/或你的代表人成为「内幕人士」。据此，你或不能买卖本
公司的股份，并需通知你的代表人此买卖限制，以免触犯任何适用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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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重要里程碑

2018全年业绩表现

2019全年业绩指引



2018年
重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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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富在2018年取得重要里程碑

达成
2018全年指引

海外市场
连续五年

实现双位数增长

LACIS地区
销售额

超过20亿港元

全球出货量
创历史新高

超过1,000万台

LACIS地区：拉丁美洲和独立国家联合体地区



2018全年业绩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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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全年业绩表现

• 收入： 4,415.4百万港元
同比变化: +23.0%
海外市场，同比变化: +43.4%

• 毛利: 1,626.7百万港元 (毛利率: 36.8 %)
同比变化: +11.6%

• 年内溢利: 515.4百万港元
同比变化: +53.1%

• 本公司持有人应占溢利: 522.5百万港元
同比变化: +28.2%

• 2018年建议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04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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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

15.4%

8.6%

5.9%
15.5%

• 新推出的智能管理及支付一体化解决方案
获得市场高度认可

• 与支付服务供应商合作推出安卓智能终端

4,415.4 百万港元
+23.0%

EMEA

APAC

USCA

LACIS +62.7%

-30.9%  

+11.7%

+47.4%

+3.0%

• 在法国、西班牙及丹麦等市场取得重要的产品认证
• 与CCV成立合资公司专注发展无人值守支付解决方案
• 在西非市场，支付终端需求不断增长

• 在韩国市场，新收购的子公司Kwang Woo取得令
人鼓舞的销售表现

• 于日本和印度成立的子公司，市场未来发展亮丽
• 亚太地区对智能终端需求不断增长

• 请参阅第九页

• 请参阅第十页

欧洲，中东和非洲 (EMEA)

拉丁美洲和独立国家联合体 (LACIS)

中国

亚太区（不包括中国内地）(APAC) 美国和加拿大 (USCA)

中国

2018全年 - 区域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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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和独立国家联合体地区（LACIS）

 俄罗斯政府大力开发国家的支付系统「Mir」及举行「二零一八年国际足协世界杯」，
推动当地销售大幅增长

 于巴西的MPOS和传统POS市场拥有领先地位

 在当地成功推出智能终端

 与知名银行和支付服务供应商保持紧密合作

 百富的合作伙伴于2018年成功上市 (IPO)

 更多收单机构开始使用百富产品

LACIS - 全年收入

2015年

559百万港元

2018年
2,409百万港元 (同比 +62.7%)

2017年
1,480百万港元(同比 +114.5% )

2016年
690百万港元(同比 +23.4%)

巴西市场（约占LACIS收入84％）

俄罗斯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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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场

1. 中国政府对支付行业实施一系列改革政策

2. 百富于2018年成立中国事业部

• 成功推出一系列生产周期更快、成本更低的产品

• 智能终端出货量不断增長

3. 对某些国内客户的应收账款进行拨备

• 更严峻的融资条件和中美紧张局势升级对某些国内客户带来运营挑战

• 于2018年采纳新会计准则 - 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第9号（HKFRS 9）

• 于2018年进行一次性应收账款拨备：43.3百万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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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港元 ）
2018全年 2017全年

+/-

销售开支 437,809 426,432 +2.7%

行政费用 590,819 498,780 +18.5%

研发费用 (包含在行政费用) 332,016 287,230 +15.6%

• 行政费用增加 18.5%

- 员工成本增加
- 在中国市场和海外地区，认证费用增加
- 研发投资增加，特别是在美国子公司

2018全年 – 经营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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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港元 2018全年 2017全年 +/-

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 1,919,408 1,703,414 +12.7%

存货 1,182,015 918,452 +28.7%

应付账款及应付票据 1,190,447 953,084 +24.9%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2,160,192 2,165,224 -0.2%

周转日数 2018全年 2017全年 +/-

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 155 158 -3

存货 146 138 +8

应付账款及应付票据 140 138 +2

现金转换 161 158 +3

2018全年 – 营运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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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持平

• 毛利率： 36 至 38%

• 经营溢利率: 13 至 15%

2019全年业绩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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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019年新产品

E700 A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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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仕扬, 首席财务官

 边其燊, 助理副总裁 –企业融资及策略

 彭晓琳, 投资者关系经理

电邮: ir@pax.com.hk                     电话: +852 2500 8510

投资者关系团队 – 联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