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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GEM」）之特色

GEM乃為較於聯交所上市的其他公司帶有更高投資風險的中小型公司提供上市的市
場。有意投資者應瞭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考慮後方作出
投資決定。

由於GEM上市公司普遍為中小型公司，在GEM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所主板買賣
的證券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亦無法保證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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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營業額約為人民幣205,794,000元，較二
零一八年同期下跌約28.4%。

• 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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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96,000元，較二零一八年同期大幅減虧約53.3%。

•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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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

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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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630,000元及人民幣205,794,000元，較二零一八年同期分別下跌約人民幣26,288,000
元及人民幣81,542,000元或分別下跌約為26.8%及28.4%。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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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3,000元及人民幣12,696,000元，較二零一八年同期分別減虧約
為49.3%及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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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之未經審核業績，連同二零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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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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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2 71,630 97,918 205,794 287,336
銷售成本 (58,555) (85,733) (169,734) (254,578)    

毛利 13,075 12,185 36,060 32,758
其他收入 461 2,317 2,048 2,516
銷售及分銷開支 (2,391) (3,219) (7,726) (8,344)
行政開支 (12,423) (11,419) (34,653) (34,034)
融資成本 3 (1,057) (5,680) (4,446) (16,002)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 – – 501    

除所得稅前虧損 4 (2,335) (5,816) (8,717) (22,605)

所得稅開支 5 (344) (271) (1,064) (896)    

本期間虧損 (2,679) (6,087) (9,781) (23,501)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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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442) 89 (97)    

本期間全面虧損總額 (2,400) (6,529) (9,692) (23,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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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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以下人士應佔本期間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3,813) (7,516) (12,696) (27,189)
－非控股權益 1,134 1,429 2,915 3,688    

本期間虧損 (2,679) (6,087) (9,781) (23,501)    

以下人士應佔本期間 
全面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3,534) (7,980) (12,607) (27,309)
－非控股權益 1,134 1,451 2,915 3,711    

2,400 (6,529) (9,692) (23,598)
    

每股虧損 6
－基本及攤薄（人民幣分） (0.12) (0.51) (0.39)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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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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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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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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蘇南大蘇富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第三季度業績報告 6

附註
2. 收益

收益（亦指本集團的營業額）指(i)所售貨物之發票淨額，扣減增值稅與退貨及貿易
折扣準備；(ii)所提供服務之價值，扣除增值稅；及(iii)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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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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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67 57,996 38,302 130,763
系統集成服務 54,309 36,232 156,290 145,494
租金及物業管理服務 3,880 3,690 11,128 10,974
其他業務 74 – 74 105    

合計 71,630 97,918 205,794 287,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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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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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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7 5,680 4,257 15,582
融資租賃利息 – – 189 420    

合計 1,057 5,680 4,446 16,002
    

4. 除所得稅前虧損

除所得稅前虧損已扣除下列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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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8 1,583 4,586 5,198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58,555 85,733 169,734 254,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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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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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八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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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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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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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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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 271 1,064 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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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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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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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3,000元（二零一八年：人民幣 -7,516,000
元）及人民幣12,696,000（二零一八年：人民幣-27,189,000元），期內已發行股份
3,288,000,000股（二零一八年：1,488,000,000股）計算。

由於在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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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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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允價值計
量且其變動
計入當期
其他全面
收入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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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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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328,800 214,069 81,862 20,134 (547) (2,574) (323,409) 318,335 53,317 371,652
本期間全面虧損總額 – – – – 89 – (12,696) (12,607) 2,915 (9,692)
轉撥至盈餘儲備 – – – (7) – – 7 – – –          

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328,800 214,069 81,862 20,127 (458) (2,574) (336,098) 305,728 56,232 36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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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本期間派付股息（二零一八年：無）。

財務回顧

期間，由於受電商發展衝擊及集團持續調整毛利率偏低的業務的原因，截止三季

度末，計算機硬件及軟件類銷售額較去年同期大幅下跌約人民幣92,461,000元，從
而使得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綜合營業額為人民幣

71,630,000元及人民幣205,794,000元，分別較去年同期下跌約26.8%及28.4%。

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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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虧損

分別約為人民幣3,813,000元及人民幣12,696,000元，較去年同期減少虧損約人民幣
3,703,000元或約49.3%及人民幣14,493,000元或約53.3%。此乃主要由於本公司採用高
利潤率業務策略，導致毛利率由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11.4%增加至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17.5%所致。此外，與去年同期相比，財務成
本因借款大幅減少，下降約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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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本期內，公司穩步有序地推動各項「互聯網+」平台業務發展，繼續保持在智慧交通領
域的業務優勢。同時，公司積極開拓新客戶，致力為各行業提供更為前沿的智能化解

決方案。

智慧交通

公司控股的江蘇長天智遠交通科技有限公司（「長天智遠」）三季度繼續大力拓展新業

務，承接了河北省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費站（秦皇島承德片區）工程施工和京滬高速

公路萊蕪至臨沂（魯蘇界）段改擴建工程機電集成施工二標段(JHJDSG2)兩項重大工程
項目。在保證新業務積極開展的同時，長天智遠公司繼續穩步推動已有項目的實施進

程，以確保項目按期交付和驗收。

計算機硬件銷售服務

本期內，因電商競爭的衝擊及公司經營戰略的調整，公司控股的江蘇南大蘇富特計算

機設備有限公司（「計算機設備」）硬件銷售業務持續下滑，對本季度業績繼續造成較大

影響。計算機設備公司仍在積極調研市場，尋求向智慧化業務領域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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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教育

本期內，公司控股的江蘇智雅在線教育有限公司（「智雅在線」）繼續借助常州科教城實

訓基地雲平台，著重打造新能源汽車實訓基地建設及相關課程，開展智慧教室新產品

研發，努力打開科教城園區市場，建立示範性實訓基地和信息化基礎樣板。在新客戶

拓展方面，智雅在線與常州信息職業技術學院軟件與大數據學院、常州工程職業技術

學院智能製造學院和常州紡織服裝職業技術學院開展了重要的合作，進一步瞭解客戶

發展需求，擬為其今後實際應用及改造方面提供單一的支持，從而提高市場競爭力。

智慧醫療

公司參股的江蘇南大蘇富特醫療科技有限公司（「蘇富特醫療」）繼續與江蘇省護理學會

合作，鞏固專科護士在線培訓平台和護士繼續教育平台合作成果。本期內，蘇富特醫

療又與無錫市護理學會建立了合作，借移動互聯網技術，打造線上線下相結合的規範

化培訓模式，設計在線規培產品方案，為規培護士提供基礎培訓、專業培訓等服務。

通過與不同的護理學會不斷合作，蘇富特醫療逐步掌握和擁有不同的產品需求，進一

步提升了公司在護理領域產品開發的競爭力，擴大了服務範圍。



13 江蘇南大蘇富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第三季度業績報告

高校知識產權交易平台

公司參股企業南京中高知識產權股份有限公司（「中高公司」）運營的高校知識產權交易

平台三季度穩步運營，高校累計通過平台的「專利寶」開設店鋪數量增加30餘個，「專
利書包」開設專家旗艦店數增加300餘家。公司本期與國網江蘇省電力有限公司建立合
作，承接了其電力行業專利價值評估系統外包服務項目，同時推動各類平台項目建設

工作有序開展。同時，本期中高知識產權托管與服務系統實現綫上運營。

H股增發計劃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本公司已向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提交申請文

件，申請批准配售不超過30億股H股的增發計劃。待取得中國證監會批復後，本公司
將依據法定程序實施上述股份增發計劃。

未來展望

展望未來，作為「互聯網+」平台型的上市企業，公司將繼續發揮高校科研優勢，密切
關注市場需求，把握行業發展動態，在夯實傳統業務板塊的同時，繼續在智慧交通、

遠程教育、智慧醫療、知識產權交易等領域開拓創新，拓展更為豐富的業務資源，提

供更為智能化的解決方案，努力打造智慧化平台標杆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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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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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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0,783,735
（附註2）

– 29.49% – 24.96%

附註：

(1) 截止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已發行2,782,800,000股內資股及505,200,000股H股，即合共
3,288,000,000股。

(2) 808,8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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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11,983,735股內資股由江蘇金濤投資有限公司（「江蘇金濤投資」）持
有，朱永寧先生持有江蘇金濤投資的90%股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朱永寧先生被視為
於江蘇科能電力及江蘇金濤投資的上述權益中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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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江蘇南大蘇富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第三季度業績報告

董事認購股份或債權證的權利

於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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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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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蘇科能電力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附註2）

實益擁有人 808,800,000 29.06% – – 808,800,000 24.60%

安徽九西實業投資 
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577,592,975 20.76% – – 577,592,975 17.57%

福基投資有限公司 
（附註3）

實益擁有人 450,000,000 16.17% – – 450,000,000 13.69%

江蘇富創電子商務 
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225,000,000 8.09% – – 225,000,000 6.84%

江蘇裕昌現代農業 
發展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225,000,000 8.09% – – 225,000,000 6.84%

東華石油（長江） 
有限公司（附註3）

實益擁有人 – – 84,200,000 16.67% 84,200,000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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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已發行2,782,800,000股內資股及505,200,000股H股，即合共
3,288,000,000股股份。

(2) 808,8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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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11,983,735股內資股由江蘇金濤投資有限公司（「江蘇金濤投資」）持
有，朱永寧先生持有江蘇金濤投資的90%股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朱永寧先生被視為
於江蘇科能電力及江蘇金濤投資的上述權益中持有權益。

(3) 福基投資有限公司與東華石油（長江）有限公司股東為同一實際控制人。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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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絡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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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於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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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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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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企業管治守則A.2.1條有偏離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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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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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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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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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入、出售或贖回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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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南京，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