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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236）

宝 德 科 技 集 團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POWERLEADER SCIENCE & TECHNOLOGY GROUP LIMITED*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第三季業績公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的特色

GEM的定位，乃為中小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此等公司相比起其他在主機板
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有意投資的人士應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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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在GEM上市的公司普遍為中小型公司，在GEM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機板買
賣之證券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G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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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乃遵照《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宝德科技集團股份
有限公司（「本公司」）之數據，本公司各董事（「各董事」）願就本公告的數據共同及個別
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本公告所
載數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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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令致本公告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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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業績

董事會謹此報告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
月（「九個月期內」）的未經審計業績，連同二零一八年同期未經審計比較數字如下：

合併利潤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項目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一、 營業總收入 982,456,823.47 964,203,140.68 2,666,595,480.23 2,502,722,122.77
  其中： 營業收入 3 982,456,823.47 964,203,140.68 2,666,595,480.23 2,502,722,122.77
二、 營業總成本 929,498,327.08 949,131,385.10 2,536,045,224.95 2,432,168,664.45
  其中： 營業成本 862,154,456.65 865,317,927.14 2,372,792,659.40 2,221,854,103.84
   營業稅金及附加 962,298.23 1,457,056.59 2,430,623.85 2,522,696.41
   銷售費用 26,465,380.55 16,613,769.89 60,068,572.26 52,377,115.68
   管理費用 16,744,702.03 27,342,464.32 44,643,476.85 71,278,753.17
   研發費用 9,055,600.18 — 22,152,173.65 —
   財務費用 14,086,604.44 38,400,167.16 36,285,309.79 84,135,995.35
   其中： 利息費用 20,831,568.06 34,288,665.51 58,211,478.16 65,813,008.08
    利息收入 655,745.91 67,871.62 4,197,439.05 1,262,026.34
    資產減值損失 29,285.00 — (2,327,590.85) —
  加：  公允價值變動收益（損失以

「（）」號填列） — — — —
   投 資收益（損失以「（）」號填

列） 6,231,778.28 1,110,234.87 9,711,214.25 3,713,425.62
  其中：  對聯營企業和合營企業的投

資收益 6,226,521.10 (214,688.14) 9,705,957.07 2,247,410.05
三、 營業利潤（虧損以「（）」號填列） 59,190,274.67 16,181,990.45 140,261,469.53 74,266,883.94
  加： 營業外收入 4 1,319,678.34 2,257,775.25 3,653,391.71 9,660,126.17
  其中： 非流動資產處置收益 — — — —
  減： 營業外支出 431,188.00 36,815.73 702,860.17 47,355.28
  其中： 非流動資產處置損失 — — — —
四、 利潤總額（虧損總額以「（）」號填列） 60,078,765.01 18,402,949.97 143,212,001.07 83,879,654.83
  減： 所得稅費用 5 7,142,084.76 2,522,977.11 15,841,549.26 8,329,130.36
五、 淨利潤（淨虧損以「（）」號填列） 52,936,680.25 15,879,972.86 127,370,451.81 75,550,524.47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34,263,711.41 8,662,876.15 92,188,974.64 59,471,749.37
  少數股東損益 18,672,968.84 7,217,096.71 35,181,477.17 16,078,775.10
六、 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7 0.141 0.036 0.379 0.245
  （二）稀釋每股收益 0.141 0.036 0.379 0.245
七、 其他綜合收益
   以後會計期間不能重分類進損益的

其他綜合收益項目 — — — —
   以後會計期間在滿足規定條件時將

重分類進損益的其他綜合收益項目 — — — —
八、 綜 合收益總額（淨虧損以「（）」號填

列） 34,263,711.41 15,879,972.86 127,370,451.81 75,550,524.47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綜合收益總額 34,263,711.41 8,662,876.15 92,188,974.64 59,471,749.37
  歸屬於少數股東的綜合收益總額 18,672,968.84 7,217,096.71 35,181,477.17 16,078,77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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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1. 概述

本公司於一九九七年八月二十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成立為有限責任公司，並於二零零一
年七月三十一日改製成為股份有限公司。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本公司透過配售方式於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上市。

本集團為中國具有自主創新能力的雲計算解決方案提供商，於中國及香港經營，並主要從事(i)服
務器、存儲及解決方案供應商；(ii)電子設備及配件（非服務器及存儲）分銷業務；(iii)廣州互聯網
數據中心業務；(iv)產業園開發、運營及物業管理業務；及(v)產業投資業務（非服務器及存儲）。

2. 財務報表編製基準

本集團財務報表以持續經營為基礎，按照中國財政部頒布的《企業會計準則 — 基本準則》和40項
具體會計準則（包括2014年1月及2月新頒布或修訂的5項準則）、企業會計準則應用指南、企業會計
準則解釋以及其他相關規定（以下合稱「企業會計準則」），以及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公開發
行證券的公司資訊披露編報規則第15號 — 財務報告的一般規定》（2010年修訂）、香港交易所《證券
上市規則》、《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規定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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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收入

營業收入為已扣除退貨與折扣向客戶提供服務及售出貨品之已收款項及應收賬款。於截至二零
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連同二零一八年同期未經審計比較數字所確認之營業收入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主營業務收入
 其中：  服務器、存儲及解決

方案供應商 945,251,305.05 873,993,970.47 2,540,276,867.87 2,244,405,762.93

    電子設備及配件（非
服務器及存儲）分銷
業務 15,399,025.26 74,437,878.89 59,864,172.23 204,261,423.32

    廣州互聯網數據中心
業務 17,750,994.99 14,137,309.80 49,250,341.97 41,245,298.12

    產業園開發、運營及
物業管理業務 2,235,586.13 1,565,100.88 6,946,970.15 3,671,388.00

其他業務收入 1,819,912.04 68,880.64 10,257,128.01 9,138,250.40

合計 982,456,823.47 964,203,140.68 2,666,595,480.23 2,502,722,122.77

4. 營業外收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政府補助 892,500.00 2,121,947.13 2,637,500.00 9,315,948.71

其他 427,178.34 135,828.12 1,015,891.71 344,177.46

合計 1,319,678.34 2,257,775.25 3,653,391.71 9,660,12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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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費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當期所得稅支出
中國 4,673,792.79 864,378.61 12,184,139.53 4,982,133.15

香港 2,468,291.97 1,658,598.50 3,657,409.73 3,346,997.21

合計 7,142,084.76 2,522,977.11 15,841,549.26 8,329,130.36

本公司乃於中國深圳經濟特區成立之企業，二零零九年獲深圳市科技和信息局、深圳市財政局、
深圳市國家稅務局及深圳市地方稅務局列為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自二零零九年度起按15%繳納
企業所得稅；並於二零一八年十月十六日通過深圳市科技創新委員會、深圳市財政委員會、國家
稅務總局深圳市稅務局複審，列為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繼續按15%繳納企業所得稅。遵照相關
中國守則及法規，除深圳市宝德計算機系統有限公司（「宝德計算機」）、深圳市宝德軟件開發有限
公司（「宝德軟件」）外，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所有其他中國附屬公司均須按企業所得
稅率25%繳納稅款（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25%）。

宝德計算機自二零零八年獲深圳市科技和信息局、深圳市財政局、深圳市國家稅務局及深圳市地
方稅務局列為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並於二零一七年八月十七日通過深圳市科技創新委員會、深
圳市財政委員會、深圳市國家稅務局及深圳市地方稅務局複審，列為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宝德
計算機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須按15%之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截至二零一八年九
月三十日止期間：15%）。

宝德軟件自二零一一年獲深圳市科技工貿和信息化委員會、深圳市財政委員會、深圳市國家稅務
局及深圳市地方稅務局列為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並於二零一七年八月十七日通過深圳市科技
創新委員會、深圳市財政委員會、深圳市國家稅務局及深圳市地方稅務局複審，列為國家級高新
技術企業。宝德軟件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須按15%之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截至
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15%）。

香港利得稅乃按照九個月期內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
個月：16.5%）計算。

6. 股息

董事建議就九個月期內不派發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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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收益

基本及稀釋每股收益人民幣0.379元，乃根據九個月期內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人民幣
92,188,974.64元（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人民幣59,471,749.37元）和已發行之加權平
均數243,000,000股計算。

由於本公司於九個月期內概無潛在稀釋股份（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無），故稀釋
每股收益與基本每股收益相同。

8. 股本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股數 股數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法定、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每股人民幣1.00元之 

內資股 182,250,000 182,250,000 182,250,000 182,250,000

每股人民幣1.00元之H股 60,750,000 60,750,000 60,750,000 60,750,000

243,000,000 243,000,000 243,000,000 243,000,000

根據本公司的公司章程，除派發股息所使用的貨幣外，本公司發行之所有股份於各方面享有同等
權益。

9. 股東權益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權益

股本 資本公積
其他 

綜合收益 盈餘公積 未分配利潤
少數 

股東權益
股東 

權益合計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未經審計）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243,000,000.00 57,958,529.72 130,795,486.64 35,125,156.64 760,428,585.47 34,656,613.12 1,261,964,371.59

本期淨利潤 — — — — 59,471,749.37 16,078,775.10 75,550,524.47

股東投入普通股 — — — — — 135,595,000.00 135,595,000.00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 243,000,000.00 57,958,529.72 130,795,486.64 35,125,156.64 819,900,334.84 186,330,388.22 1,473,109,896.06

（未經審計）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243,000,000.00 122,563,288.06 98,527,821.61 29,241,867.59 797,704,999.92 119,349,411.70 1,410,387,388.88

本期淨利潤 — — — — 92,188,974.64 35,181,477.17 127,370,451.81

股東投入普通股 — 157,120,560.35 — — — 242,879,439.65 400,000,000.00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243,000,000.00 279,683,848.41 98,527,821.61 29,241,867.59 889,893,974.56 397,410,328.52 1,937,757,84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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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二零一九年第三季度，宝德科技集團總體運營穩定，主營業務方面：

(i) 服務器、存儲及解決方案供應商業務收入人民幣2,540,276,867.87元，同比增長
13.18%；

(ii) 電子設備及配件（非服務器及存儲）分銷業務收入人民幣59,864,172.23元，同比減
少70.69%；

(iii) 廣州互聯網數據中心業務收入人民幣49,250,341.97元，同比增長19.41%；

(iv) 產業園開發、運營及物業管理業務收入人民幣6,946,970.15元，同比增長89.22%；

(v) 其他業務收入人民幣10,257,128.01元，同比增長12.24%。

財務回顧

截至九個月期內，本集團之營業額為人民幣2,666,595,480.23元，與二零一八年同期人
民幣2,502,722,122.77元相比較，營業額增長6.55%，原因為本集團出於戰略規劃調整
後，集中精力培育及推廣市場前景較好的服務器等業務板塊，塑造核心競爭力，獲得
穩定快速發展。

九個月期內本集團之綜合毛利率為11.02%，與二零一八年同期之毛利率11.22%相比下
降0.20%，主要是由於服務器分銷CPU業務增長較大，拉低整體毛利率。九個月期內
本集團的營銷開支和行政及其他費用和上年同期人民幣123,655,868.85元相比增長2.59%
至人民幣126,864,222.76元，主要因為公司人工費用的提高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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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及展望

服務器、存儲及解決方案供應商

二零一九年七月二十六日，宝德計算機（本公司之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與中小企業
發展基金、貴州文旅基金及徐珠英女士訂立增資協議，中小企業發展基金、貴州文旅
基金及徐珠英女士同意分別向宝德計算機作出增資人民幣50,000,000元、人民幣
20,000,000元及人民幣30,000,000元，於增資完成後，宝德計算機之註冊資本由人民幣
55,893,400元增至人民幣58,555,000元。本次增資有助於宝德服務器業務全方面的發展，
提升公司的信譽及能力。

二零一九年第三季度，宝德服務器業務持續聚焦在政府高校、互聯網、雲計算大數
據、人工智能、5G領域耕耘，今日頭條、金山、美團、優刻得、多玩等互聯網客戶持
續下單，高校、政府及運營商等行業取得良好突破；在公安、智慧城市、智能交通、
安防監控、網絡安全等細分領域，優化升級產品，滿足客戶的差異化要求，增強客戶
粘性，獲取更多客單；運營商5G基礎建設風起雲湧，邊緣計算，物聯網應用日益增
多，宝德服務器積極開拓5G終端客戶及軟件商群體，針對應用場景化要求，提供適配
的硬件產品。回顧二零一九年第三季度，服務器業務持續穩健發展，展望二零一九年
第四季度，我們保持謹慎樂觀態度。

本集團之附屬公司宝通集團有限公司（「宝通集團」）負責服務器配件的增值分銷業務。
二零一九年第三季度，宝通集團繼續前一年的佈局與調整。在上游，與供應商的戰略
合作更加緊密，在前端市場，渠道與行業雙重佈局推進，取得一定的收穫。宝通集團
為了更好的做專做強增值代理分銷，在上半年的基礎上繼續引進行業精英拓寬新業
務。展望二零一九年第四季度，市場需求將持續增長，宝通集團的增值分銷業務會有
較大的增長空間和機會，會持續鞏固與供應商的合作關係，繼續給渠道客戶提供差異
化的服務，拓寬合作空間，進一步完善後端管理系統，提升公司之倉儲、物流、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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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服務支持。同時開發新的行業解決方案，實現既有自身特色，又能為客戶提供全
面、便捷、高效的採購方案，這樣既能超額完成年初的目標，又能為二零二零年奠定
良好的基礎。

市場推廣

二零一九年第三季度，宝德服務器市場推廣工作堅持以「宝德服務器，算力驅動智能+」
為主題，以市場活動、廣告宣傳、媒體宣傳三個層面為主要推廣途徑，強化宝德專注
服務器20年的專業形像，通過服務器產品、行業解決方案、客戶應用案例等展示宝德
服務器為雲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智慧城市建設等新興技術方案的落地應用提供
的算力支持，不斷加強品牌知名度和促進銷售訂單量。

市場活動方面，宝德繼續攜手英特爾，以「英特爾攜手宝德，助力數字經濟落地」為主
題，繼續推廣宝德基於第二代英特爾®至強®可擴展處理器的AI推理服務器，加強在人
工智能、教育和科研機構、智慧城市等領域的業務推廣，同時擴大宝德服務器在安防
監控、政府、高校、科研機構等領域的品牌影響力，促進業務份額的增長。報告期內
完成了深圳、鄭州、南昌、濟南四個城市為主，輻射周邊地區的AI推理服務器培訓會
或研討會，有效傳播了宝德AI推理服務器的應用場景和優勢，為客戶產品選型和切換
提出切實可靠的解決方案。同時積極參與英特爾、中國計算機學會、超算聯盟、媒體、
政府等主辦的行業內高峰論壇和有影響力的展覽展示活動，將宝德在互聯網數據中
心、HPC、智慧城市建設、政法、醫療、政府IT信息化建設╱政務雲等領域的匠心產
品、行業解決方案和成功案例以及宝德服務器業務所取得的成績進行全面的展示，並
以此為平台，鏈接上下游產業鏈，不斷創新，深化合作，探討更多的解決方案。同時
以此為紐帶，搭建銷售團隊與最終用戶或合作夥伴聯繫的橋樑，為銷售團隊發掘業務
機會和應用領域提供儘可能多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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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宣傳方面，第三季度宝德繼續攜手英特爾，以宝德AI服務器為宣傳重點，通過南
方航空機上廣告欄、上海虹橋高鐵站廣告展示等媒介進行廣告推廣，將宝德20年服務
器的技術沉澱、智能時代中智慧計算平台的專業提供商形像以及適應AI推理工作負
載的推理服務器產品進行推廣，增強在高端商務群體中的品牌認知度，並利用媒體的
高端、嚴肅性體現宝德服務器的專業性和可信性。同時在今日頭條進行流量廣告的宣
傳，通過對用戶行為等的精心篩選，力求在IT╱科技用戶群體中加強宝德服務器的品
牌滲透力，培養目標客戶。

媒體宣傳方面，第三季度宝德繼續堅持微信公眾號、官網、官方微博為主要宣傳陣
地，並結閤中關村在線、至頂網等IT網絡媒體加強新產品、解決方案、應用案例、展
會和活動的宣傳，增強曝光度和美譽度，讓目標用戶第一時間瞭解宝德的最新動態，
保持對宝德服務器的關注度以及業務的黏性。

二零一九年第四季度，宝德服務器將繼續以「宝德服務器，算力驅動智能+」為主題，
加強廣告、宣傳、活動的全面推廣，進一步提升知名度和影響力，不斷強化宝德專注
服務器20年的專業形像，增強客戶和目標客戶的認知度和認可度，為衝擊二零一九年
的業績目標提供助力！

榮譽：

2019年3月：宝德計算機榮獲東芝「2018年度最佳合作夥伴獎」；

2019年3月：宝德計算機榮獲「2018年度碧桂園集團優秀新供方獎」；

2019年3月：宝德PR2710P榮獲中科院《互聯網週刊》「2018年度產品獎」；

2019年3月：宝德PR2745TP榮獲至頂網「淩雲獎 — 2018年度服務器創新獎」；

2019年3月：宝德計算機榮獲「超微25周年有價值的合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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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宝德計算機榮獲「2018年龍華區工業百強企業」稱號；

2019年4月：宝德科技集團榮獲「2018年龍華區工業百強企業」稱號；

2019年5月：宝德科技集團榮獲Intel數據中心方案創新獎；

2019年5月：宝德計算機榮獲「希捷企業級金牌合作夥伴」；

2019年6月：宝德計算機榮獲國際智能計算機大會組織委員會「最佳合作夥伴獎」；

2019年6月：宝德計算機榮獲廣東省「守合同重信用」企業（2018年度）證書；

2019年8月：宝德計算機榮獲「2019年廣東創新百強企業」稱號。

電子設備及配件（非服務器及存儲）分銷業務

二零一九年第三季度，隨著集團的業務定位和市場的變化，公司繼續加強與京東方在
液晶屏領域的合作，有效地開發了大批潛在客戶。目前公司也不斷的豐富產品線，與
群創達成合作協定；依託行業優勢品牌，繼續加大力度開拓銷售渠道，優化銷售管理
體系，繼續聚焦行業應用及其解決方案，為客戶提供更加高效、便捷和完整的服務；
緊抓5G及物聯網帶來的新應用、新市場，加大網路能源在對數據中心、智慧樓宇、軌
道交通等方面的市場開發，找到更多的優質產品和技術。

二零一九年第四季度，公司重點把握市場趨勢，加強渠道建設，提高解決方案能力，
提供更優質的服務，開發行業市場，完善產品體系，豐富商業模式，提升行業競爭力，
讓公司得到長期穩定的發展。正如在液晶屏方面我們重點放在新興市場，包括人工智
能、物聯網，為客戶提供從產品到解決方案，到售後技術支持服務。通過兩個季度的
行業和客戶的開發，已經建立了比較完善的產業鏈，為第四季度和明年上半年打下了
良好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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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互聯網數據中心業務

2019年第三季度，廣州加速器雲計算中心繼續保持與中國電信的良好合作關係，並在
增值業務上有所突破。

首先，在機櫃數量和帶寬業務上持續擴容，華為、優刻得等優質雲應用平台客戶的業
務持續增長。同時，由於政務雲市場的蓬勃發展，政務雲業務相關的IDC託管也有增
加。

其次，加速器雲計算中心二期已經在8月投產，業務陸續開始上架，將大幅提升公司
廣州地區的IDC業務競爭力和業務收入。

同時，基於與各運營商合作，積極拓展各種深層次合作，包括針對垂直行業細分市場
的雲業務合作以及數據中心代維業務。同時，在9月成功入圍中國電信廣東省公司的
雲應用供應商及廣州電信雲安全和雲服務供應商。這將推動業務收入持續增長。

另外，廣州加速器雲數據中心還積極與廣州市各級政府開展雲安全、雲應用合作，並
與三大運營商開展新型增值業務合作。

二零一九年第三季度，廣州雲計算業務增速繼續保持高於行業平均增長速度的態勢。
展望第四季度，我們將繼續保持高速發展。

產業園開發、運營及物業管理業務

二零一九年第三季度，宝德科技打造的宝德AI穀項目正在按計劃有序推進，該項目將
構建「五基地一平台+綜合配套」的產業功能體系，「五基地」包括人工智慧創新基地、
黑科技智創基地、未來產業科創基地、數字文創研創基地、科技金融融創基地，「一平
台」是指科技服務眾創平台。第三季度與深圳市規劃和自然資源局光明管理局簽訂土
地補充協議，並取得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九月三十日完成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的報
建，預計十一月底完成建築施工許可證的報建。



– 13 –

通過「五基地一平台」的建設，項目將引進和培育一批新興產業企業、科技服務企業，
擴大光明產業丰度，優化產業結構，提升產業質量和效益，加快新區形成以人工智慧
為基石、現代服務業為支撐、新興產業為先導、優勢傳統產業為特色的現代化產業體
系。

資金管理

二零一九年第三季度，公司維持穩定的融資結構，充分利用政府對企業支持政策，向
銀行申請普惠金融貸款。嚴格執行風險控制制度，保障公司資金安全流轉。

二零一九年第四季度，我國銀行體系流動性合理充裕，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適度
增長，市場利率平穩運行。公司擴大專項業務融資，引入新的融資模式，鼓勵客戶創
新付款方式，確保資金高效利用。

集團主要聯營公司

集團主要聯營公司中青宝二零一九年前三季度預計錄得歸屬於中青宝普通股股東的
淨利潤為人民幣68,641,379.40元，同比增長107.47%。報告期內，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
的淨利潤與上年同期同向上升。一是報告期內，公司自收購深圳市宝騰互聯科技有限
公司以來，公司業務整合情況良好，完善了公司「遊戲+雲」的產業鏈佈局，在鞏固、
強化遊戲業務的同時，雲通信業務也初見成效。此外，公司持續加大雲增值業務的投
入，優化了 DCOP運維管理平台，實現了運維管理和能耗指標的可觀、可管、可控，
確保客戶服務品質和運營質量的穩步提升。二是報告期內，公司核心業務一直保持著
穩定的盈利能力，公司獨代產品於各大渠道上線後市場反應較好，盈利能力穩定增
長。

集團聯營公司北京海雲捷迅主營業務為OpenStack運營和運維服務，於二零一九年第
三季度歸屬於公司股東虧損淨額為人民幣6,027,057.20元，同比減少虧損78.14%。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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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增加了運營成本、人力成本等原因所致。北京海雲捷迅研發的產品包括兩部分，
其一是以Openstack基礎，開發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私有雲管理平台，為包括英特爾、
惠普、東軟等企業在國內外各大軟硬體廠商建立合作關係，為企業和政府提供基於
Openstack的私有雲、混合雲、融合雲計算的解決方案；其二是基於K8S為基礎的人工
智慧運營管理平台，為高校、科研院所、企業提供人工智慧開發、部署、測試、應用
環境。北京海雲捷迅將致力於政府、石油石化、媒體、製造業、金融、高校、科研院
所、醫療、IDC等領域的雲計算產品和解決方案研究開發，致力於成為國內領先的私
有雲服務提供商。

政府事務

二零一九年第三季度，本公司繼續加大政府項目資金及榮譽的申報力度，以雲計算、
服務器、大數據作為核心內容，申請了多項資質認定、項目資助並成功通過了多個在
研項目驗收。在外部合作中，繼續與高校、科研機構開展科技合作，引進高技術人才
及先進技術。

2019年7月，宝德科技集團榮獲福田區產業發展專項資金 — 專利支持獎勵；

2019年7月，宝德科技集團榮獲福田區產業發展專項資金 — 金融貼息支持獎勵；

2019年8月，宝德計算機「AI推理服務器(PR2710P)」項目，通過深圳企業創新（中國）紀
錄；

2019年8月，宝德計算機「自主安全高密度模塊化服務器」項目，通過深圳企業創新（中
國）紀錄；

2019年9月，宝德計算機「基於龍芯CPU的宝德雲存儲服務器技術及生產線改造項目」
順利通過深圳市評審專家組結題驗收；

2019年9月，宝德科技集團榮獲「高新技術企業認定」市級獎勵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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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宝德科技集團通過「廣東省兩化融合管理體系貫標試點企業」。

二零一九年第四季度，公司將繼續申報新的資助及榮譽，提高項目申報通過率。總結
工作優劣點，收集各項政府信息、按時、按質完成項目申報工作，提升宝德品牌，進
一步聯合高校、研發院所進行技術合作，為宝德技術創新添磚加瓦。

董事、監事及行政總裁於股份及債務證券之權益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監事、行政總裁及彼等之聯繫人於本公司及
其相聯法團（定義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份（「證券及期貨條
例」），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份第7及第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
股份及債券或有關股份中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被視為持
有或當作持有之權益或淡倉情況），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予存置之登記
冊所載或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條至第5.68條另行向本公司及聯交所知會的股份交
易，相關股份及債務證券擁有之權益或淡倉如下：

本公司股份

董事姓名

持有本公司內資
股股份數目

約佔本公司 
已發行 

股本百分比

約佔本公司已發
行內資股 
百分比

李瑞傑先生（附註1） 102,184,500 42.05% 56.07%
張雲霞女士（附註1） 102,184,500 42.05% 56.07%

附註1：  李瑞傑先生為張雲霞女士之丈夫。彼等透過深圳市宝德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合共持有102,184,500

股內資股，該公司由李瑞傑先生及張雲霞女士分別持有87.5%及12.5%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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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外，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概無董事、監事、行政總裁及彼等聯繫
人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份），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XV部份第7及第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股份或有關股份中權益或淡
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被視為持有或當作持有之權益或淡倉情況），
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予存置之登記冊所載或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
條至第5.68條另行向本公司及聯交所知會的股份及債務證券之交易。

董事及監事購買股份或債券之權力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或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訂立任何安排，致使本公司之
董事或監事可透過購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務證券（包括債券）而
獲取利益。此外，本公司之董事或監事或彼等之配偶或十八歲以下之子女概無擁有或
行使可認購本公司證券之任何權利。

購股權計劃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採納任何購股權計劃及授出任何購股權。

主要股東

除以下披露外，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董事並無獲知本公司之主要股東及其他人
士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份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股份及債券或有關
股份中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存置之登記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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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內資股之好倉

股份數目 身份

約佔本公司已
發行股本 
百分比

約佔本公司已
發行內資股 

百分比

宝德投控（附註） 102,184,500 實益擁有者 42.05% 56.07%
深圳市恆通達遠電子有限公司 23,958,000 實益擁有者 13.11% 17.48%
曲水世紀龍翔科技開發有限公司 15,963,750 實益擁有者 6.57% 8.76%
烏魯木齊雅利安達股權投資有限公司 15,000,000 實益擁有者 6.17% 8.23%

附註：  宝德投控（一間於中國成立之有限公司）合共持有102,184,500股內資股。該公司由李先生及張
女士分別持有（含間接持有）87.5%及12.5%權益。

業務競爭及利益衝突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原管理層股東及其各自聯繫人（定義見GEM
上市規則），概無於可與本集團業務相競爭或可能會相競爭的業務持有權益或並無擁
有與本集團衝突的任何其他利益。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內，一直遵守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GEM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附錄15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之規定。

遵守GEM上市規則第5.48條至5.67條

於九個月期間內，本公司一直按照不遜於GEM上市規則第5.48條至5.67條所載交易之
所規定的標準條款，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應用守則。在對全體董事作出指定之諮
詢後，在九個月期內，本公司董事已遵守該等應用守則及交易之所需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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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28至5.33條於二零零二年十月十九日成立審核委員會
（「委員會」）。委員會主要職責(i)就集團審計範圍內的事項擔任董事會與集團核數師之
間的重要橋樑及(ii)負責檢討集團外部審核工作，以及內部監控與風險評估等方面的
效能。現時委員會由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陳紹源先生、郭萬達博士及蔣白俊先生組
成。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九個月期內之財務報表，並認為該報表的編製符合適用的會
計準則及聯交所和法律規定，並已作出足夠的披露。

買賣或贖回證券

於九個月期內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概無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任何股份。

承董事會命 
董事長 
張雲霞

中國，深圳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六名董事組成，包括執行董事張雲霞女士及董衛屏先生；非
執行董事李瑞傑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陳紹源先生、郭萬達博士及蔣白俊先生。

本公告將由刊登日期起最少七日載於GEM網站www.hkgem.com「最新公司公告」網頁
及本公司網站www.powerleader.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