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時發佈]

自動系統公佈二零一九年財政年度全年業績
收入上升 20.7% 至 2,828.8 百萬港元
毛利上升 14.5% 至 564.1 百萬港元
總溢利上升 18.9% 至 100.3 百萬港元
*

*

*

積極拓展「即服務」的業務形式

*

協助全球客戶進行業務變革

（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五日，香港訊）專業可靠的全球資訊科技夥伴自動系統集團有限
公司（「自動系統」或「集團」
）
（股份代號：七七一）公佈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全年業績（
「回顧年內」
）
。於回顧年內，集團各區之核心業務均發展理想，業務錄
得大幅增長，集團之總收入為 2,828.8 百萬港元，較去年增加 20.7%。收入上升主要由於本
集團於香港、澳門、亞太地區及歐美地區之常規業務之新簽訂單較去年增長約 30.0%。此外，
集團之毛利、溢利及經調整 EBITDA 分別錄得 564.1 百萬港元、 100.3 百萬港元及 263.0 百
萬港元，較去年顯著增加，分別為 14.5%、18.9%及 18.7%。其中本集團於香港、澳門、亞
太地區之銷售上升 17.2%至 1,903.2 百萬港元，而歐美地區則上升 28.5%至 925.6 百萬港元。
作為創新的全球資訊科技行業服務領導者之一，在集團自身優勢及核心競爭力下， 取得不
俗的成果，業績創近年新高，繼續鞏固市場地位。
回顧年內，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上升 10.6%至 93.3 百萬港元，而每股基本盈
利及每股攤薄盈利分別為 11.55 港仙及 9.22 港仙，分別較去年的 10.48 港仙 及 8.93 港仙
上升 10.2% 及 3.2%。董事會已議決建議派付末期股息每股 3.0 港仙及特別股息每股 7.3 港
仙。
本集團於回顧年內的財務狀況維持穩健。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集團的現金餘
額約為 456.1 百萬港元，營運資本比率為 1.19：1，而借貸餘額為 439.8 百萬港元。於年内，
新簽訂單約為 3,077.9 百萬港元，較去年同期的 2,376.3 百萬港元上升 29.5%。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集團的手頭訂單餘額約為 1,322.7 百萬港元。
本集團的主營業務部門為亞太區業務的主要貢獻者，佔亞太區業務收入及經調整
EBITDA 分別為 82.4%及 78.3%，錄得收入及經調整 EBITDA 分別為 1,568.6 百萬港元及
85.0 百萬港元。主營業務部門發展理想，新簽訂單逾 1,757.8 百萬港元。主營業務部門收入
較去年同期錄得 34.3%之增長，獲取不少標誌性重大項目，反映本集團一直進行之技術提升
及服務轉型成效理想。本集團把握市場對領先科技（如雲計算及人工智能等）的殷切需要，
憑藉堅實客戶關係，深耕優勢行業，秉持融合科技服務的核心理念，有效推動以下三大核心
業務的發展，包括:
創新行業解決方案業務於年內表現強勁，整體新簽服務訂單錄得增幅高達 60.9%。服務
收入錄得 242.6 百萬港元，較去年同期顯著增加 26.4%。本集團擁有超過 800 名專業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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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人才及龐大的敏捷開發團隊，技能包括多種創新技術如雲計算、人工智能等等，而且交
付模式多樣化（如敏捷及 DevOps 的新型交付模式等），使本集團成功抓緊無數商機。因應
市民對電子政府服務的殷切需求，本集團年內承辦政府多項「優質資訊科技專業服務常備承
辦協議四」範疇中的服務項目，其應用程式開發的項目總金額，以至所有服務類別合約累計
總金額，均位列第一，成績遠超同行。 醫療機構方面，本集團成功自一醫療決策機構接獲
能受惠全港 700 萬市民的流動應用程式項目，令市民整體的醫療保健旅程更趨完善。
智能網絡安全服務業務方面接獲新簽服務訂單，較去年同期增長 48.1%，表現突出。服
務收入錄得 126.6 百萬港元，較去年同期顯著增加 19.7%。此業務為客戶實施網絡相關方案，
以及為客戶抵禦各式各樣的網絡攻擊。作為全球多間領先網絡安全廠家的最高級別夥伴、本
地首三大的安全服務供應商，本集團利用並整合自身於網絡安全所累積的行業優勢，滿足各
行各業客戶日益複雜應用場景的需要，如獲取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 (SWIFT)「客戶安全計
畫」(CSP) 認證，加強金融運作安全。另外，集團作為華為二零一九年香港最高銷售的合作
夥伴之一，利用華為卓越的技術，為全球最繁忙的機場實施全面的網絡基礎設施及未來 3 年
的網絡鋪設。此外，推出自家品牌亦是本集團發展的另一重要方向，例如 ASL 威脅情報智
能平台（A-TIP）成功於二零一九年推出，此平台結合全球化防禦資訊、大數據分析和本集
團豐富的行業經驗，再透過本集團於香港建立的安全運作中心+（SOC+），為客戶帶來全新
的威脅預防及阻截等的安全服務，獲不少客戶青睞。
資訊科技集成管理服務業務於年內新簽服務訂單情況表現理想，錄得 28.8%增長，服務
收入錄得 444.9 百萬港元，反映本集團深化由前端到後端資訊科技管理服務支援能力的成
果，在人力、流程（ITSM）與技術上擁有優勢。有見企業在移動體驗的需求日增，集團與
蘋果公司締結夥伴關係，在銷售、移動應用程式開發、維護以至 Device as a Service 的服務
上，擴大發展潛力。此外，在多雲管理的領域上，本集團亦成為全球頂尖數據中心提供商
Equinix 的合作夥伴，為客戶提供更全面的管理服務。年內，集團於政府、醫療及銀行業繼
續表現出色，並取得不少訂單，當中具標誌性的項目分別是為一公共房屋管理機構提供資訊
科技管理服務，涉及全香港的公共房屋 ; 為一醫療決策局超過 20,000 名用戶提供資訊科技
營運，以及為多間中資銀行及跨國銀行提供資訊科技營運，支援超過數萬名用戶。
歐美區業務方面，Grid Dynamics International, Inc. (「Grid Dynamics」) 年內業績亮麗，
其收入及毛利較去年分別錄得 28.5% 及 21.4% 之顯著增長。整體新簽訂單數量增幅逾
36.9%，帶動本集團整體收入增長，並持續深耕金融、零售及科技行業，以及擴大客戶群，
成績令人鼓舞。Grid Dynamics 於二零一九年被福雷斯特研究公司（Forrester）評為中型敏捷
軟件開發服務提供商的領導者，有賴集團推行了新的股權激勵政策，一項鼓勵員工進一步為
集團作出貢獻的激勵措施，以及投資 7 百萬美元於研發以持續推動 Grid Dynamics 的技術變
革。年內，本集團引入矽谷的新戰略投資商，宣佈擬以約 3.90 億美元（約 30.43 億港元）
的 估 值 分 拆 Grid Dynamics ， 並 通 過 於 納 斯 達 克 （「 NASDAQ 」） 上 市 的 公 司 ChaSerg
Technology Acquisition Corp.（「ChaSerg」）進行反向、正向的兩次三角併購，以最終實現於
納斯達克掛牌上市。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成功舉辦「ASL 解決方案巡演」，分別在澳門、台灣及香港
舉行，推廣其多元化及創新的資訊科技服務及方案，協助兩岸三地客戶推行數碼化轉型，場
面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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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自二零二零年初爆發以來，已為整體全球經濟及本集團
業務營運帶來巨大挑戰。本集團已密切監察 COVID-19 之發展對本集團之業務及客戶服務之
影響。現階段，本集團之業務及運作仍大致正常。但視乎 COVID-19 的發展及其對經濟狀況
的影響而定，其可能對隨後的財務表現造成不利影響。本集團將密切監察有關狀況，並在適
用情況下採取主動措施將 COVID-19 所帶來的影響減至最低。
二零二零年標誌着本集團邁入新里程， Grid Dynamics 與 ChaSerg 合併協議於太平洋時
間 3 月 5 日完成時的收市價為 12.0 美元，市值約 650.0 百萬美元（約 50.9 億港元）
，與簽約
發行價相比升幅達 17.8%。Grid Dynamics 於太平洋時間 3 月 6 日於納斯達克成功上市
(NASDAQ：GDYN)，公司名為 Grid Dynamics Holdings, Inc.（「Grid Dynamics Holdings」
，前
稱 ChaSerg），為籌劃長達一年之久的上市計畫劃上圓滿句號。本集團透過 Grid Dynamics
Holdings 上市獲得了可觀的投資回報。其投前估值已較 2017 年升幅逾三倍。本次交易完成
後，本集團獲得約 93.8 百萬美元（相當於約 731.6 百萬港元）之現金代價及擁有 Grid Dynamics
Holdings 於完成日期約 38.3%之已發行股本。這將大幅改善本集團的資產負債結構，並獲得
充裕現金支持常規業務的發展，從而應對當前宏觀經濟下行的壓力，並進一步推動和完善在
亞太區的業務佈局和發展。作為 Grid Dynamics Holdings 的單一最大股東，集團將在技術能
力提升、交付能力互補及客戶資源共享等三個方面和 Grid Dynamics Holdings 繼續進行深度
協同，攜手並進。
亞太區業務方面，本集團預計今年上半年將於市場正式及全面推出一全渠道及雲端服務
基礎上的服務平台，以獲得持續發展的潛力及強化與客戶的合作深度，不少客戶對此新一代
管理服務表示歡迎。
同時，本集團會繼續年度推廣活動「ASL 解決方案巡演」，向客戶推廣本集團融合科技
服務 （Unified Technology Services），屆時將展出一系列嶄新的自家品牌服務。
展望未來，本集團策略將以「即服務」
（as-a-Service）的業務形式，整合應用程式開發、
網絡安全和全渠道管理式服務成三位一體的專業技術服務能力，在雲計算及大數據等領域，
結合豐富的行業實踐經驗，幫助客戶實現技術與應用場景的接軌，以科技創新協助客戶進行
業務變革，為客戶創造價值、為投資者帶來理想回報。
-完* 更多詳細內容，請參閱集團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五日之二零一九年財政年度全年業績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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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自動系統集團有限公司
自動系統集團有限公司（「ASL 集團」或「集團」）於 1997 年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 （股

份代號：771）。ASL 集團旗下包括自動系統（香港）有限公司、榆林電腦科技有限公司、自動系統（澳
門）有限公司、廣州澳圖美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及 ASL Automated (Thailand) Limited。此外，Grid Dynamics
Holdings Inc. 及 i-Sprint Innovations Pte Ltd 為集團的聯營公司。集團的主要業務以港澳為核心，業務範
圍覆蓋亞太及歐美地區，致力為全球客戶提供專業可靠的資訊科技服務。
集團的主要業務為創新的行業解決方案、智能網絡安全及資訊科技集成管理服務。創新的行業解決方
案業務可為客戶提供全面業務解決方案，以加速客戶的數碼化轉型。智能網絡安全業務專注於數碼資產保
護及風險防範。資訊科技集成管理服務以集團世界一流的端到端和行業特定服務，在整個資訊科技生命週
期內，為客戶管理其基礎設施及雲端平台。
集團憑籍遍佈全球的 8 個研發中心、過千位高質素的專業人才，及逾 45 年來為全球客戶提供專業
資訊科技服務的行業經驗。ASL 集團可為客戶提供最佳的資訊科技管理方案，是可信賴和專業的全球資
訊科技夥伴。
更詳盡之資料載於 http://www.asl.com.hk。
新聞垂詢：
自動系統集團有限公司
吳秀麗
(852) 2608 3661
羅小麗
(852) 2608 3602
傳真
(852) 2645 8084
網頁
www.asl.com.hk

debng@asl.com.hk
emmalaw@asl.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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