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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5年業績表現（單位：百萬令吉）
       2020年   

2019   2018    2017   2016結賬） 上半年   

資料來源：公司季報

）

）

營業額             88.69   102.64   15.26   11.43    35.04

稅前盈利/（虧損）   15.18    34.61    4.25   -3.65   -15.68

稅前盈利賺幅     17.12    33.72   27.85     -        -

淨利/（淨虧）     15.32    34.77    4.23   -3.65   -15.59

淨利賺幅     17.27    33.88   27.72     -        -

每股盈利/淨虧      4.16    11.46    6.29   -5.97   -2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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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B公司股價走勢

《資匯》製圖

上市
公司

CORPORATE WATCH
2020.8.22 zh4

陳孝恩 w 報導

ARB期待革新加快成長
疫后商機浮現

經營企業資源規劃（ERP）並涉

及智能家居與智能公用設施（水務及發

電）物聯網（IoT）方案的ARB公司，現

階段轉型計劃就是積極拓展夥伴版圖，

這也是其獨特的「共享盈利」生意模式

的磐石。

劉國良解釋，公司並非靠售賣產品或

服務，賺取一次性收益。而是與夥伴組成

聯營企業，通過免費提供旗下系統予對方

使用，並與對方分享盈利。「我們不是隨

便與人合伙，對方必須經營10年以上，

營業額有一定規模。」

他補充，公司正瞄準那些營運效率

改善空間大、不捨得拿出巨額資金數碼化

的零售型中小企業；接下來則會拓展至生

意規模大但賺幅小的批發型中小企業。同

時，ARB公司也已提呈合作計劃予政府機

構，試圖將觸角伸向公共領域。

這樣的生意模式似乎開始收割成果，

ARB公司2020財政年首季（截至3月31日
止）營業額按年暴漲1.6倍，至3335萬令

吉。然而，銷售成本上漲幅度更驚人，激

增285%，以致淨利僅按年上漲三成五，

至684萬令吉。

去年情況亦如此，即銷售成本漲幅遠

大于營業額漲幅。劉國良解釋說，公司的

聯營模式，除了承擔為夥伴提供系統客制

的化初始成本與日后維護費用以外，公司

也會一併承擔聯營企業的運營成本，因此

銷售成本才會飆高。

「這會是經常性趨勢，因我們會持續

找尋新夥伴，一直會認列初始成本與聯營

成本等。」夥伴來自不同行業，賺幅與成

本有高有低。劉國良冀望，淨利賺幅可保

持在15%至20%區間。

今年營業額可達2億

劉國良去年接受《資匯》專訪時，看

好公司今年的營收會至少成長1倍。換句

話說，今年營業額可達2億令吉或更多。

不過，ARB公司在去年6月至7月期

間簽下的3紙諒解備忘錄，也是原本預期

可創建至少1億4000萬美元（相等于5億
9529萬令吉）營業額的項目，皆在12月
因雙方方向不一致而胎死腹中，看似是達

成目標的一大絆腳石。然而，這並未壓低

劉國良對營業額翻倍的信心，他相信營業

額在次季起會迎頭趕上。

ARB公司于8月12日公佈2020財政

年次季（截至6月30日止）業績，營業額

按年暴漲約3倍，至5534萬令吉；但淨

利卻微跌1.50%，至84萬令吉。單季毛

利賺幅也從去年同期的55%，急速收窄

至16%。累積淨利則有1532萬令吉，按

年增12%；上半年營業額飆漲274%，至

8869萬令吉，但仍僅佔2億令吉營業額目

標的44%。

ARB公司上半年沒有閒著。先在5月
18日搭上新冠肺炎列車，攜手北京曠視

科技公司（MegVii）組成策略商業夥伴，

計劃推出「MegVii Ming Ji」智能體溫檢

測與分析系統；同時，也探索人工智能與

物聯網相關商機。

6月3日，把生意觸角延伸至新加

坡，聯手當地Asterisk Computer公司探

討打入新加坡的企業應用軟件解決方案

（EAS）與科技諮詢服務相關市場。

惟，ARB公司皆無提及上述合約能

帶來的具體價值。

劉國良披露，新冠肺炎爆發雖然導

致公司一些計劃延遲，但亦帶來商機：一

些曾將ARB公司拒之門外的潛在夥伴，意

識到自己深受衝擊，須善用數碼科技才能

使自家生意更上一層樓，而紛紛回頭接洽

ARB公司。

聯營潛力中小企業 助拓展數碼化 

8月

財 經 週 曆

劉國良

ARB公司執行董事

今
年6月24日出清虧錢的

木材生意后  ，今天的

A R B公司（A R B B，

7181，主板科技股）已蛻變成一家純科技公司。馬股有

眾多科技公司，ARB公司不同之處在于，其獨有的盈利

共享模式，讓公司盈利在過去2年內急速飛漲。

《資匯》是在去年8月19日首次報導ARB公司。時

隔近1年，我們再度拜訪公司執行董事劉國良，他在之前

的專訪時預期，今年營業額可至少成長1倍，但上半年

累積營業額不到目標一半，

基于新冠肺炎衝擊經濟活

動，加上去年簽下的價

值逾6億令吉的諒解備忘

錄並未一一成行，這是

否會影響公司達成營業額

目標的時限？劉國良卻表

示，並不擔憂無法達標。

24 星期一

25 星期二

26 星期三

27 星期四

28 星期五

4 大馬統計局公布領先、同步和滯
后指標

4 股東大會：大資全球(HEXTAR)、
中央冷藏控股(CCK)、多美集團
(TOMEI)、實科科技(SMETRIC)

4 股東特大：工業電子(ITRONIC)

4 UEM陽光(UEMS)及FGV控股(FGV)公
佈次季業績

4 股東大會：時光網絡(TIMECOM)、
永美達集團(EMETALL)

4 國油貿易(PETDAG)、VELESTO能
源、雙威(SUNWAY)、亞洲航空
(AIRASIA)、高產柅品(KOSSAN)、
斯巴活力(SERBADK)公佈次季業績

4 IOI集團(IOICORP)公佈末季業績

4 股東大會：Power Root(PWROOT)、
松下電器(PA N A M Y )、香格里拉
(SHANG)、伊斯蘭銀行(BIMB)、T7
全球集團(T7GLOBAL)、白沙羅實業
(DBHD)

4 怡保工程(IJM)、全利資源(QL)公
佈首季業績

4 亞 航 X ( A A X ) 、 森 那 美 產 業
(SIMEPROP)公佈次季業績

4 大馬統計局公布本地生產者價格
指數(PPI)

4 美國舉辦傑克森洞(J a c k s o n  
Hole)經濟政策研討會、公布次季
GDP數據、以及初領和續領失業救
濟金人數

4 股東大會：騰宇集團(AME)、大馬
銀行(AMBANK)

4 森那美( S I M E )、森那美種植
(SIMEPLT)、雲頂(GENTING)、雲
頂大馬(GENM)、馬電訊(TM)、馬
星集團(MAHSING)、PPB集團(PPB)
公佈次季業績

4 大馬統計局公布7月貿易進出口數據

4 歐盟公布8月消費者信心指數

4 股東大會：東源集團(NP C )、
ELSOFT研究(ELSOFT)

4 亞 通 ( A X I A T A ) 、 國 家 能 源
(TENAGA)、IHH醫療保健集團
(IHH)公佈次季業績

0.315

精采訪談片段，請觀賞《資匯》YouTube頻道：
https://youtu.be/i8gYeQLWUYM

https://www.youtube.com/sample-sample-sample

更多精采訪錄！
請留意《資匯》YouTube頻道：

https://www.youtube.com/sample-sample-sample
更多精采訪錄！請留意《資匯》YouTube頻道：

更多精采訪錄，請留意《資匯》YouTube頻道：

https://www.youtube.com/sample-sample-sample

更多精采訪錄！請留意《資匯》YouTube頻道：
https://www.youtube.com/sample-sample-sample

https://www.youtube.com/sample-sample-sample

更多精采訪錄！

請留意《資匯》YouTube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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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B公司過去5年業績表現（單位：百萬令吉）
財政年           2020年   

2019   2018    2017   2016（12月31日結賬） 上半年   

資料來源：公司季報

營業額

稅前盈利/（虧損）

稅前盈利賺幅

淨利/（淨虧）

淨利賺幅

每股盈利/淨虧

營業額             88.69   102.64   15.26   11.43    35.04

稅前盈利/（虧損）   15.18    34.61    4.25   -3.65   -15.68

稅前盈利賺幅     17.12    33.72   27.85     -        -

淨利/（淨虧）     15.32    34.77    4.23   -3.65   -15.59

淨利賺幅     17.27    33.88   27.72     -        -

每股盈利/淨虧      4.16    11.46    6.29   -5.97   -2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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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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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B公司股價走勢

值得一提的是，這家科技平台供應

商數個月前迎來新大股東。

美國Caravan資本管理公司于4月
24日入股ARB公司1850萬股或6.30%
股權，一舉躍升為公司大股東。數個月

后，再度加碼313萬股，但受股東頻頻

轉換不可贖回可轉換優先股（ICPS）影

響，其最新持股率被稀釋至5%以下。

劉國良透露，這家專注前沿與新興

股市的投資管理公司，青睞ARB公司獨

特的商業模式與充裕現金流，有意將公

司帶到美國，介紹給當地投資者與基金

經理認識。「他們也提議，讓我們擴展

投資者關係版圖，走向海外，並加強董

事局成員素質，例如更國際化等。」

截至3月杪，沒有借貸的ARB公司，

目前手握的2333萬令吉現金打算充當營

運資本。

對于公司本益比（P/E）僅約2.50
倍，劉國良直言公司被低估，他說，大

多投資者並不了解公司業務，因而抱持

懷疑態度。

劉國良在去年也設下今年要躋身10
億令吉市值俱樂部的目標，他認為規模

龐大，才能吸引更多資金。

以週五（21日）閉市價計算，ARB
公司市值只有1億3636萬令吉。無論如

何，劉國良仍相信，只要業績亮眼，股

價便會反映價值。

ARB公司股價自去年8月中跌破40仙
關口后就一去不復返，最糟糕時在今年

3月17日暴跌，至9.5仙，是52週最低水

平。爾后上演反彈戲碼，週五已回升至

31.5仙。年初至今上漲1仙或3.28%。

展望未來，他透露，自前年杪踏上

轉型路途的ARB公司，目前來到第2階
段，接下來將迎來第3階段蛻變。

劉國良補充，公司正籌備一個「秘

密武器」。雖然還是會採用共享模式，會

更革新架構，且涉及的範圍與對象會更廣

泛，并瞄準一些被忽略的市場。

「目前，公司有兩種項目模式正在

試跑中，效果不錯。然而，倘若要進入

第3階段，我們必須先拓展夥伴數量與版

圖。」

基于現有生意模式頗新，劉國良不諱

言地說，暫時還未見太大挑戰與競爭。

環球是不乏ERP系統供應商，例

如美國甲骨文（Oracle）、德國SAP公
司都有提供相關系統。儘管如此，特殊

模式讓ARB公司避開與這些國際業者直

接競爭，國內則鮮有類似業者。劉國良

說，國際業者是售賣軟件系統，而ARB
公司是跑盈利共享模式：夥伴專注在自

己擅長的生意營運，握有聯營企業主導

性股權的ARB公司則提供客制化系統與

必要資金。「況且，前述公司都是服務

業大公司、跨國企業等，我們則瞄準中

小企業。」

「市面上ERP系統選擇有限，一家

企業不會輕易更換系統，更何況和我們

合作，營業額和淨利都有增長。」

未打消進軍柬埔寨念頭

前文所提及已喊停的諒解備忘錄，

原是公司插旗柬埔寨的踏板。儘管如

此，劉國良並未打消進軍當地的念頭，

稱目前在該國有一些規模不小的合作項

目正在試跑。他分享道，甲骨文公司等大

公司尚未入駐柬埔寨，加上人口多、發展

潛能巨大，是公司選擇柬埔寨的原因。接

下來，ARB公司都會把焦點投放在印支半

島市場。

詢及再生能源事業進展，劉國良

說，這門生意同樣會採取共享方式，

但現階段不急于尋找夥伴聯營，要等

到大型太陽能發電項目（LSS）后期才

會出手。他稱，很多發電商在作電力轉

換，即從直流電流（DC）轉到交流電流

（AC）時因管理不當而在過程中損失許

多電力。公司已研發一套解決方案，可

以最大化太陽能板的電力產出，助對方

加速回本，而公司則分享額外電力產出

的收益。

新股東擴大人脈市場 國際化公司

上市
公司

CORPORATE WATCH
2020.8.22 zh5

階段性蛻變 瞄準被忽視商機 

ARB公司是跑盈利

共享模式：夥伴專注在

自己擅長的生意營運，

握有聯營企業主導性股

權的ARB公司則提供客制

化系統與必要資金。

編輯 w 陳琪琪  美術 w 林健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