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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GEM」）之特色

GEM的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供一個
上市的市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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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M的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GEM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老
練投資者。

由於GEM上市公司新興的性質所然，在GEM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之證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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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的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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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報告（江蘇南大蘇富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各董事願共同及個別對此負全責）乃遵照

GEM證券上市規則的規定而提供有關江蘇南大蘇富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資料。各董
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本報告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

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份；且無遺漏任何事項足以令致本報告或其所載任何

陳述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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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營業額約為人民幣287,336,000元，較
二零一七年同期增長約9.6%。

•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淨額約為人民

幣27,189,000元。

•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派付股息。

第三季度業績

江蘇南大蘇富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

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未經審核之營業額約為人民幣

97,918,000元及人民幣287,336,000元，較二零一七年同期分別增長約人民幣19,575,000
元及人民幣25,133,000元或分別增長約為25.0%及9.6%。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之未經審核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

損淨額約為人民幣7,516,000元及人民幣27,189,000元，較二零一七年同期分別減虧約
為41.8%及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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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之未經審核業績，連同二零一七

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合併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之期間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重列） （經重列）

收入 2 97,918 78,343 287,336 262,203
銷售成本 (85,733) (65,828) (254,578) (227,027)    

毛利 12,185 12,515 32,758 35,176
其他收入 2,317 171 2,516 350
銷售及分銷開支 (3,219) (2,322) (8,344) (7,406)
行政開支 (11,419) (11,288) (34,034) (34,554)
融資成本 3 (5,680) (10,882) (16,002) (27,563)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 – 501 195    

除所得稅前虧損 4 (5,816) (11,806) (22,605) (33,802)

所得稅開支 5 (271) (298) (896) (991)    

本期間虧損 (6,087) (12,104) (23,501) (34,793)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 
其他全面開支：
換算境外經營業務財務報 
表產生的匯兌差額 (442) – (97) –    

本期間全面虧損總額 (6,529) (12,104) (23,598) (34,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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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重列） （經重列）

以下人士應佔本期間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7,516) (12,909) (27,189) (37,019)
－非控股權益 1,429 805 3,688 2,226    

本期間虧損 (6,087) (12,104) (23,501) (34,793)    

以下人士應佔本期間全面 
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7,980) (12,909) (27,309) (37,019)
－非控股權益 1,451 805 3,711 2,226    

(6,529) (12,104) (23,598) (34,793)
    

每股虧損 6
－ 基本及攤薄（人民幣分） (0.51) (0.92) (1.83)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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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公司資料

江蘇南大蘇富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於一九九八年九月十八日在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自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四日以來，

本公司股份已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上市。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營業地點及註冊辦事處位於中國南京市鼓

樓區清江南路19號南大蘇富特科技創新園。本公司於香港的註冊辦事處位於香港
灣仔港灣道1號會議展覽廣場辦公大樓46樓01–05室；法定代表人為：朱永寧。

本集團主要業務為銷售電腦硬件及軟件產品、資訊科技相關產品及設備貿易業

務、提供資訊科技培訓服務，開發、製作及推廣網絡安全軟件、互聯網應用軟

件、教學軟件及商業應用軟件及提供系統集成服務，醫藥及醫療器械的研發，提

供建築安裝類與信息系統集成服務等。

2. 收益

收益（亦指本集團的營業額）指(a)所售貨物之發票淨額，扣減增值稅與退貨及貿易
折扣準備；(b)所提供服務之價值，扣除增值稅；及(c)期內投資物業已收及應收之
租金收入總額及物業管理服務收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九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計算機硬件及軟件產品 57,996 50,136 130,763 167,880
系統集成服務 36,232 25,398 145,494 84,302
租金及物業管理服務 3,690 2,809 10,974 9,996
其他業務 – – 105 25    

合計 97,918 78,343 287,336 26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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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3. 融資成本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九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及其他借款利息 5,680 8,923 15,582 25,552
融資租賃利息 – 1,959 420 2,011    

合計 5,680 10,882 16,002 27,563
    

4. 除所得稅前虧損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九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折舊：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583 1,928 5,198 5,549
    

5. 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須就本集團成員公司所處及經營所在司法權區產生或賺取的溢利，按實體

基準繳納所得稅。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兩個

年度並無產生或賺取任何香港應課稅溢利，故並未就該兩個年度作出任何香港利

得稅撥備。於中國營運的附屬公司的企業所得稅乃根據年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

15%或25%（二零一七年：15%或25%）的稅率計算。

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取得中國高新技術企業證書，

有效期為三年。符合高新技術企業資格的實體可自取得高新技術證書當年起可享

受中國企業所得稅優惠待遇。因此該附屬公司須自二零一六年起計三年繼續享受

15%之中國企業所得稅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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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本公司再次取得中國高新技術企業證書，有效期

為三年。符合高新技術企業資格的本公司實體可自取得高新技術證書當年起享受

中國企業所得稅優惠待遇。因此，本公司須自二零一七年起計三年繼續享受15%
之中國企業所得稅待遇。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九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稅項支出包括：

中國所得稅 271 298 896 991
    

6.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本公司普通

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人民幣7,516,000元（二零一七年：人民幣12,909,000
元）及人民幣27,189,000（二零一七年：人民幣37,019,000元），期內已發行股份
1,488,000,000股（二零一七年：1,403,800,000股）計算。

由於在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內並無潛在攤

薄證券，故並無列示有關期間之每股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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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7. 儲備

歸屬於本公司擁有人之權益 

股本 資本儲備 重估儲備 盈餘儲備 換算儲備 累計虧損 合計
非控股
權益 總權益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 140,380 121,718 81,862 19,962 2,378 (210,258) 156,042 56,032 212,074
本期間全面虧損總額 – – – – – (37,019) (37,019) 2,226 (34,793)         

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140,380 121,718 81,862 19,962 2,378 (247,277) 119,023 58,258 177,281
         

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148,800 129,469 81,862 20,020 2,285 (264,151) 118,285 50,668 168,953
本期間虧損 – – – – – (27,189) (27,189) 3,688 (23,501)
其他全面開支 － 換算境外 
經營業務財務報表產生 
的匯兌差額 – – – – (120) – (120) 23 (97)         

本期間全面虧損總額 – – – – (120) (27,189) (27,309) 3,711 (23,598)
支付予非控股權益之股息 – – – – – – – (1,715) (1,715)
轉撥至盈餘儲備 – – – 1,030 – (1,030) – – –         

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 148,800 129,469 81,862 21,050 2,165 (292,370) 90,976 52,664 143,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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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本期間派付股息（二零一七年：無）。

財務回顧

期間，本集團部分在建項目約人民幣51,280,000元於期內進入結算回款階段，及集團
進行戰略轉變，不再開展毛利率偏低的業務項目，使得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

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綜合營業額為人民幣97,918,000元及人民幣287,336,000元，
分別較去年同期增長約25.0%及9.6%。

因集團已歸還南京銀行長期借款21,600,000元，同時主要借款利率下調，因此集團融
資成本比去年同期減少約人民幣11,560,000元。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
月及九個月，本集團的本公司擁有人應占虧損分別約為人民幣7,516,000元及人民幣
27,189,000元，較去年同期減虧人民幣約5,393,000元或約41.8%及人民幣9,830,000元或
約26.6%。

業務回顧

於二零一八年十月十五日的特別股東大會上已通過發行5億股H股及40億內資股合共
45億股的增發計劃。其中第一期增發計劃資金已全數收到。有關H股的增發程序，公
司已將相關文件送交中國證監會進行審批。

作為科技創新型企業，公司持續順應大數據時代的智慧應用發展趨勢，在創新驅動戰

略的引領下，緊緊圍繞市場發展需求，推動各項「互聯網+」平台業務穩步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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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內，公司繼續保持在智慧交通領域的業務優勢，繼續夯實與國家知識產權局、南

京理工大學等各大高校、江蘇省人民醫院及常州科教城等在內的各戰略合作方的合作

基礎，加快拓展在中國高校知識產權交易平台、智慧醫療、智慧教育、智慧交通等智

慧領域的業務。

本期內，經公司研發與管理團隊的共同努力，公司順利獲得二零一八年度高新技術企

業認定市級、區級的資金獎勵。

智能交通

智能交通方面，作為公司傳統優勢業務板塊，公司本期獲得了由江蘇省經濟和信息化

委員會頒發的「騰雲駕數優秀軟件和信息服務企業證書」，繼續保持公司在智慧交通領

域的品牌優勢。本期內，公司拓展了江蘇省泰州市公安局的新業務，承接了其「泰州

市區智能化交通工程高速公路視頻監控加密工程」項目，並穩步推動前期承接項目的

順利實施。

智慧教育

在線教育方面，本期內公司繼續鞏固已建立的網絡教育雲平台，更新升級現有的科教

城雲平台及智雅在線教育雲平台，為後期課程資源及相關教育資源整合打下堅實基

礎。公司繼續推動網絡實訓課程及通識課程開發進程，並積極打造Mint智能製造技能
綜合訓練平台。同時，公司積極探索智慧教育領域的新業務，擬與常州科教城園區5
所高職院校共建高職知識產權交易平台，為後期擬建常州市知識產權交易平台等政府

網絡雲平台打好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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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醫療

遠程醫療方面，公司繼續以遠程醫療信息化服務為業務發展核心，加強現有產品的市

場推廣，加強拓展「遠程應急診療救治信息系統」的應用輻射範圍，並積極開拓新的業

務模式和開發新產品。本期內，公司的「健康小屋」產品已設計成型並進行優化，使得

項目佔地面積更小、更便捷、更智能。通過軟硬件結合，無需人工幫助，借助完善的

引導系統、監控系統、客服系統，「健康小屋」附近居民可快速完成健康監測、問診及

健康教育等智能化的健康體驗項目和健康指導服務。

中國高校知識產權交易平台

知識產權交易平台方面，截止三季度末，平台自主標價及上架專利商品超千件，平台

專利商品評估達上萬條。本期公司完成天津、常熟、寶雞分平台項目驗收及交付，並

推動在昆山、長沙、杭州、青島等市縣分平台的方案制定。公司同時升級優化現有軟

件，完成專利寶2.0WEB版產品研發以及PMES2.0、專利寶1.0及專利書包1.0產品優化與
需求響應，旨在為用戶提供更加精細化的服務功能。

未來展望

展望未來，公司將繼續緊跟國家政策導向，緊緊依託南京大學的學科資源和人才優

勢，密切關注行業動態，發展與市場需求相適應的業務。

對公司現有戰略業務板塊，公司將繼續加強在知識產權交易平台、智慧教育、智慧醫

療、智慧交通四大業務板塊的投入，重點加強核心業務的市場研發與市場開拓力度。

同時，公司也將繼續朝著「互聯網+」平台型優秀企業的目標努力，不斷創新更多的「互
聯網+」應用業務，為公司未來創造更多的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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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

（定義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
股份及債權證中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登記於該規定所述登記冊的權益
及淡倉，或根據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第5.46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
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本公司普通股的好倉

董事姓名 權益種類 內資股數目 H股數目

被視作於
本公司內資
股本中擁有
實際權益的
百分比

被視作於
本公司H股
股中擁有

實際權益的
百分比

被視作於
本公司股本
總額中擁有
實際權益的
百分比

（附註1） （附註1） （附註1）

朱永寧先生 控股企業的 
權益

370,783,735
（附註2及3）

– 37.73% – 24.92%

附註：

(1)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已發行982,800,000股內資股及505,200,000股H股，即合共
1,488,000,000股。

(2) 該358,800,000股內資股由江蘇科能電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蘇科能電力」）持有，朱永寧先生持
有江蘇科能電力的90%股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朱永寧先生被視為於江蘇科能電力的
上述權益中持有權益。

(3) 本公司自然人股東梁蓓女士及謝立先生分別將持有本公司的5,354,921內資股及6,628,814內資股合
共11,983,735內資股股份均轉讓給江蘇金濤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於二零一八年九月十三日均已在
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公司完成股份轉讓登記手續。朱永寧先生持有90%江蘇金濤投資控股有限
公司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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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各董事、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

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352條須登記的權益或淡倉，或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
所的權益及淡倉。

董事認購股份或債權證的權利

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任何時間概無本公司董事或彼等各自的配偶或

未成年子女獲授權透過認購本公司股份或債權證獲得利益，或行使任何該等權利，或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作為任何安排的一方以讓董事於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中購買該

等權利。

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中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的登記冊所記
錄，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5%或以上權益及淡倉的股東（除本公司董事、監
事及最高行政人員）如下：

本公司普通股的好倉

股東 權益種類
內資股
數目

內資股
百分比 H股數目

H股
百分比

內資股及
H股數目

內資股及
H股

百分比
（附註1） （附註1） （附註1）

江蘇科能科技 
電力股份有限 
公司（附註2）

實益擁有人 358,800,000 36.51% – – 358,800,000 2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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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 權益種類
內資股
數目

內資股
百分比 H股數目

H股
百分比

內資股及
H股數目

內資股及
H股

百分比
（附註1） （附註1） （附註1）

南京大學資產 
經營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127,848,097 13.01% – – 127,848,097 8.59%

中創寶盈（北京） 
投資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121,000,000 12.31% – – 121,000,000 8.13%

東華石油（長江） 
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 – 84,200,000 16.67% 84,200,000 5.66%

江蘇共創教育發展 
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84,159,944 8.56% – – 84,159,944 5.66%

安徽九西實業投資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83,661,016 8.51% – – 83,661,106 5.62%

上海世源網絡科技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55,000,000 5.60% – – 55,000,000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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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已發行982,800,000股內資股及505,200,000股H股，即合共
1,488,000,000股。

(2) 該358,800,000股內資股由江蘇科能電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蘇科能電力」）持有，朱永寧先生持
有江蘇科能電力的90%股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列第XV部，朱永寧先生被視為江蘇科能電力的上
述權益中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除本公司董事、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

（其權益載於上文「董事、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證的權益及淡

倉」一節）外，並無人士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
須予登記的權益或淡倉。

競爭權益

本公司董事或控股股東及彼等各自的緊密聯繫人（定義見GEM上市規則）概無於與本集
團業務構成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的業務持有任何權益。

董事及監事的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有關董事及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其條款與GEM上市規則
第5.48至5.67條載列的規定標準同等嚴謹。經作出具體查詢後，本公司所有董事及監
事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內均已遵守規定的交易標準及本公司就董事

及監事進行證券交易所採納的行為守則。

企業管治

本公司一直遵守GEM上市規則附錄15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
文。董事會已採納企業管治守則，確保更高透明度、披露質素及有效的風險控制。本

公司相信，致力達致最高管治標準將可帶來長遠價值，並最終為股東及權益擁有人帶

來最大回報。管理層致力為股東擴大長遠利益，並以誠懇的態度從事業務，同時亦肩

負起社會責任，因此本公司一直廣受市場所認同。



江蘇南大蘇富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八年第三季度業績報告 16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八日成立審核委員會，現時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即謝滿林先生、徐小琴女士及施中華先生。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檢討及監管本集

團之財務報告及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審核委員會亦已對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

三十日止九個月之第三季度業績公佈及第三季度報告進行審閱並同意該等內容。

購入、出售或贖回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入、出售

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承董事會命

Jiangsu Nandasoft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江蘇南大蘇富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朱永寧

中國南京，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九日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