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期報告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708

*僅供識別

Interim Report

財務摘要

財務摘要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該期間」），本集團的營業總收入為人民
幣 1,449,343,275.60 元，較去年同期上升約 250.16%。
截 至 二 零 一 六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 本 公 司 股 東 應 佔 淨 利 潤 為 人 民 幣
72,787,144.81 元，較去年同期上升約 4.33%。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基本每股收益約為人民幣 0.230 元（二零
一五年：人民幣 0.232 元）。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南京三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業
績，連同截至二零一五年的比較數字如下：
（除特別註明外，於本報告中，本公司的財務資料均以人民幣（「人民幣」）元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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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料

合併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資產

流動資產：
貨幣資金
應收票據
應收賬款
預付款項
應收利息
其他應收款
存貨
其他流動資產

附註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1,166,526,414.63
20,000.00
456,336,241.19
134,401,801.91
1,222,488.59
173,062,817.39
570,668,573.29
131,680,601.98

1,212,720,957.69
430,000.00
405,045,579.64
102,561,214.68
806,088.29
80,821,123.74
539,754,737.11
156,802,978.14

2,633,918,938.98

2,498,942,679.29

非流動資產：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長期股權投資
投資性房地產
固定資產
在建工程
工程物資
無形資產
長期待攤費用
遞延所得稅資產
其他非流動資產

45,120,000.00
3,988,306.43
211,022,900.00
243,521,363.92
25,726,852.88
3,711,228.67
16,316,063.31
11,584,510.54
23,805,899.33
120,000,000.00

44,520,000.00
3,475,159.72
211,022,900.00
246,314,755.16
25,322,742.02
2,911,916.51
12,374,724.82
12,365,667.87
23,895,454.79
120,000,000.00

非流動資產合計

704,797,125.08

702,203,320.89

3,338,716,064.06

3,201,146,000.18

流動資產合計

資產總計

8
8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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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料

合併資產負債表 ( 續 )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負債和股東權益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應付票據
應付賬款
預收款項
應付職工薪酬
應交稅費
應付利息
應付股息
其他應付款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566,553,298.87
59,211,627.20
511,394,196.66
120,326,145.02
1,354,193.63
28,659,425.82
1,128,983.12
95,047,020.00
80,519,121.65
23,930,000.00

508,765,000.00
81,521,681.76
526,961,876.08
84,041,499.16
3,137,558.73
38,877,388.22
1,060,086.67
–
49,094,015.39
27,860,000.00

1,488,124,011.97

1,321,319,106.01

非流動負債：
長期借款
遞延收益
遞延所得稅負債

128,210,000.00
8,391,234.77
9,141,731.52

138,210,000.00
9,128,698.17
9,111,725.27

非流動負債合計

145,742,966.29

156,450,423.44

1,633,866,978.26

1,477,769,529.45

流動負債合計

負債合計

3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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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資產負債表（續）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負債和股東權益（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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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316,823,400.00
417,042,894.68
33,604,865.66
72,085,199.91
810,672,153.84

316,823,400.00
417,042,894.68
30,662,281.62
72,085,199.91
832,932,029.03

1,650,228,514.09
54,620,571.71

1,669,545,805.24
53,830,665.49

股東權益合計

1,704,849,085.80

1,723,376,470.73

負債和股東權益總計

3,338,716,064.06

3,201,146,000.18

流動資產淨值

1,145,794,927.01

1,177,623,573.2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850,592,052.09

1,879,826,894.17

歸屬於本公司股東權益合計
少數股東權益

南京三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六年中期報告

4

財務資料

合併利潤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項目

附註

一、營業總收入
2
二、營業總成本
營業成本
營業稅金及附加
銷售費用
管理費用
財務費用
4
資產減值損失
投資收益
其中：對聯營企業和合營企業的投資收益
三、營業利潤
加：營業外收入
減：營業外支出
四、利潤總額
減：所得稅費用
五、淨利潤
歸屬於本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六、其他綜合收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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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1,449,343,275.60
1,382,115,864.64
1,305,079,293.11
6,649,114.21
21,235,004.31
42,078,190.06
8,922,275.58
(1,848,012.63)
11,641,458.40
–

413,914,653.68
337,299,377.65
271,533,736.93
6,091,910.41
10,275,977.71
31,160,436.90
15,821,286.80
2,416,028.90
1,065,469.44
(200,283.98)

78,868,869.36
5,936,303.05
7,270.99

77,680,745.47
5,252,519.92
6,661.56

84,797,901.42
12,561,449.94

82,926,603.83
12,602,251.06

72,236,451.48
72,787,144.81

70,324,352.77
69,767,800.12

2,942,584.04

37,340,561.35

財務資料

合併利潤表（未經審核）
（續）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項目

附註

七、綜合收益總額
歸屬於本公司股東的綜合收益總額
歸屬於少數股東的綜合收益總額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二）稀釋每股收益

6

九、股息

7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75,179,035.52
75,729,728.85
(550,693.33)

107,664,914.12
107,108,361.47
556,552.65

0.230
0.230

0.232
0.23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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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現金流量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除特別註明外，金額單位均為人民幣元）

項目
一、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139,847,685.66)

(64,119,788.45)

二、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37,755,226.94

(462,759,752.74)

三、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54,236,056.69

409,483,376.07

1,043,187.38

591,721.82

五、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增加額
加：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46,813,214.65)
1,188,285,145.50

(116,804,443.30)
782,748,257.94

六、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1,141,471,930.85

665,943,814.64

四、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影響

7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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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股東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除特別註明外，金額單位均為人民幣元）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歸屬於本公司股東權益
股本

資本公積

其他
綜合收益

盈餘公積

未分配
利潤

一、上年年末餘額

316,823,400.00

417,042,894.68

30,662,281.62

72,085,199.91

832,932,029.03

53,830,665.49 1,723,376,470.73

二、本年年初餘額

316,823,400.00

417,042,894.68

30,662,281.62

72,085,199.91

832,932,029.03

53,830,665.49 1,723,376,470.73

–
–
–
–
–
–
–
–
–
–

–
–
–
–
–
–
–
–
–
–

2,942,584.04
–
2,942,584.04
–
–
–
–
–
–
–

–
–
–
–
–
–
–
–
–
–

(22,259,875.19)
72,787,144.81
–
–
–
–
(95,047,020.00)
–
(95,047,020.00)
–

789,906.22
(550,693.33)
–
1,340,599.55
–
1,340,599.55
–
–
–
–

316,823,400.00

417,042,894.68

33,604,865.66

72,085,199.91

810,672,153.84

54,620,571.71 1,704,849,085.80

項目

三、本期增減變動金額
（一）淨利潤
（二）其他綜合收益
（三）股東投入和減少資本
1.股東投入資本
2.其他
（四）利潤分配
1.提取盈餘公積
2.對股東的分配
（五）其他
四、本期期末餘額

少數股東
權益

股東
權益合計

(18,527,384.93)
72,236,451.48
2,942,584.04
1,340,599.55
–
1,340,599.55
(95,047,020.00)
–
(95,047,0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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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股東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
（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歸屬於本公司股東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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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上年年末餘額

224,100,000.00

99,627,613.95

(3,879,022.15)

51,644,250.39

752,268,735.54

49,347,683.96

1,173,109,261.69

二、本年年初餘額

224,100,000.00

99,627,613.95

(3,879,022.15)

51,644,250.39

752,268,735.54

49,347,683.96

1,173,109,261.69

92,723,400
–
–
92,723,400
92,723,400
–
–
–
–

321,255,669.07
–
–
321,255,669.07
321,255,669.07
–
–
–
–

37,340,561.35
–
37,340,561.35
–
–
–
–
–
–

–
–
–
–
–
–
–
–
–

6,403,120.12
69,767,800.12
–
–
–
(63,364,680.00)
–
(63,364,680.00)
–

556,552.65
556,552.65
–
–
–
–
–
–
–

458,279,303.19
70,324,352.77
37,340,561.35
413,979,069.07
413,979,069.07
(63,364,680.00)
–
(63,364,680.00)
–

316,823,400.00

420,883,283.02

33,461,539.20

51,644,250.39

758,671,855.66

49,904,236.61

1,631,388,564.88

項目

三、本期增減變動金額
（一）淨利潤
（二）其他綜合收益
（三）股東投入和減少資本
1. 股東投入資本
（四）利潤分配
1. 提取盈餘公積
2. 對股東的分配
（五）其他
四、本期期末餘額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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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呈報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未經審核的中期財務報表已按照《中國企業會計準則》、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
《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編報規則第 15 號－財務報告的一般規定》
（二零一四
年修訂）
、香港聯合交易所
《證券上市規則》以及
《香港公司條例》適用的披露條例而
編製。
編制未經審核的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制截至二零一五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本報告期內，本公司未
發生會計政策、會計估計變更或會計差錯更正情況。本中期業績未經本公司核數
師審核，並已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2. 營業總收入
營業收入為本集團之主營業務收入，包括系統集成、智能終端銷售、服務業務、
跨境貿易及服務的已收及應收收入。

(1) 營業收入、營業成本

項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主營業務收入
其他業務收入

1,441,671,994.75
7,671,280.85

404,309,426.69
9,605,226.99

營業收入合計

1,449,343,275.60

413,914,653.68

主營業務成本
其他業務成本

1,304,209,746.21
869,546.90

269,952,193.02
1,581,543.91

營業成本合計

1,305,079,293.11

271,533,73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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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業總收入（續）
(2) 主營業務（分產品）

產品名稱
系統集成
智能終端銷售
服務收入
跨境貿易及服務
合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營業收入
營業成本
389,120,863.57
102,041,181.34
39,150,146.51
911,359,803.33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營業收入
營業成本

301,568,669.27
72,245,156.39
24,877,594.57
905,518,325.98

299,323,741.21
70,373,228.51
34,612,456.97
–

209,183,486.85
46,016,445.72
14,752,260.45
–

1,441,671,994.75 1,304,209,746.21

404,309,426.69

269,952,193.02

3. 分部資料
該期間內，有關就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部表現而向本公司首席營運決策人提供的本
公司呈報經營分部資料僅為系統集成、智能終端銷售、服務業務、跨境貿易及服
務業務。此外，本公司於中國經營業務，其收入主要來自中國。故無呈報分部資
料。

4. 財務費用
項目

利息支出
減：利息收入
匯兌損益
其他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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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17,647,820.74
6,893,030.08
(2,929,661.77)
1,097,146.69

20,717,935.05
5,605,595.82
35,230.30
673,717.27

8,922,275.58

15,821,286.80

財務資料

5. 所得稅費用

項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按稅法及相關規定計算的當期所得稅
遞延所得稅調整

12,441,888.23
119,561.71

12,641,826.18
(39,575.12)

合計

12,561,449.94

12,602,251.06

本公司於 2014 年 9 月 2 日取得江蘇省科學技術廳、江蘇省財政廳、江蘇省國家稅務
局、江蘇省地方稅務局聯合下發的
《高新技術企業》證書，有效期 3 年，根據《中華
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第二十八條規定，高新技術企業減按 15% 的稅率徵收企
業所得稅，故本公司於報告期內的所得稅稅率為 15%。
本集團的子公司江蘇智運科技發展有限公司於 2014 年 10 月 31 日取得江蘇省科學
技術廳、江蘇省財政廳、江蘇省國家稅務局、江蘇省地方稅務局聯合下發的
《高新
技術企業》證書，有效期 3 年，根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第二十八條規
定，高新技術企業減按15%的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故其報告期內實際所得稅稅率
為 15%。
本集團的子公司江蘇瑞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於 2015 年 7 月 6 日取得江蘇省科學技術
廳、江蘇省財政廳、江蘇省國家稅務局、江蘇省地方稅務局聯合下發的
《高新技術
企業》證書，有效期三年，根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第二十八條規定，
高新技術企業減按 15% 的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故其報告期內實際所得稅稅率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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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費用（續）
本集團的子公司南京城市智能交通有限公司於2012年9月17日取得江蘇省經濟和信
息化委員會下發的《軟件企業認定證書》，被認定為軟件企業。根據財政部、國家
稅務總局《關於企業所得稅若干優惠政策的通知》的相關規定，軟件企業可享受兩
免三減半的企業所得稅稅收優惠政策。根據該公司主管稅務機關下發的稅務事項
告知書，該公司 2012 年、2013 年免徵企業所得稅，2014 年、2015 年、2016 年實際
所得稅稅率為 12.5%。
其餘本公司的國內子公司按 25% 的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
本公司的境外子公司按當地適用稅率繳納所得稅。

6. 每股收益
每股收益是根據該期間內本公司股東應佔的淨利潤人民幣 72,787,144.81 元（二
零 一 五 年： 人 民 幣 69,767,800.12 元 ）及 該 期 間 內 已 發 行 普 通 股 加 權 平 均 數 約
316,823,400 股（二零一五年：301,369,500 股）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概無攤薄事項存在，
故此基本每股收益與稀釋每股收益一致。

7. 股息
董事會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五年：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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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賬款
減：應收賬款呆壞賬準備

502,999,812.56
46,663,571.37

453,196,963.88
48,151,384.24

應收票據
預付款項

20,000.00
134,401,801.91

430,000.00
102,561,214.68

其他應收款項
減：其他應收款呆壞賬準備

175,976,342.32
2,913,524.93

84,094,848.43
3,273,724.69

合計

763,820,860.49

588,857,918.06

應收賬款賬齡分析

種類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賬面餘額
壞賬準備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賬面餘額
壞賬準備

1年以內（含1年）
1–2年
2–3年
3年以上

232,414,917.14
193,275,782.44
66,377,107.86
10,932,005.11

1,825,413.14
16,899,332.19
17,094,276.96
10,844,549.08

331,003,412.85
50,626,354.38
47,186,046.85
24,381,149.80

10,368,895.12
4,101,926.16
14,010,676.43
19,669,886.53

合計

502,999,812.56

46,663,571.37

453,196,963.88

48,151,38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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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賬款
預收賬款
其他應付款

511,394,196.66
120,326,145.02
80,519,121.65

526,961,876.08
84,041,499.16
49,094,015.39

合計

712,239,463.33

660,097,390.63

應付賬款賬齡分析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15

1 年以內
1–2 年
2 年以上

444,912,951.09
23,012,738.85
43,468,506.72

458,456,832.19
23,713,284.42
44,791,759.47

合計

511,394,196.66

526,961,87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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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營業總收入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回顧期」）之營業總收入為人民幣
1,449,343,275.60 元，較去年同期上升約 250.16%。上升主要原因是本集團於回顧期
內積極拓展跨境貿易及服務收入所致。
毛利率
回顧期內之毛利率由去年同期約34.40%下降至約9.95%。本集團跨境貿易及服務收
入雖然大幅增加，但該業務毛利率水平很低，致使本集團整體毛利率下降。
銷售費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之銷售費用為人民幣21,235,004.31元，較去年同期上升
約 106.65%。該項上升主要原因是公司大力拓展跨境貿易及服務新業務渠道所致。
管理費用
管 理 費 用 由 去 年 同 期 人 民 幣 31,160,436.90 元 上 升 約 35.04% 至 回 顧 期 內 人 民 幣
42,078,190.06元。該項上升主要原因是公司大力拓展跨境貿易及服務新業務渠道所
致。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採納嚴謹之財務管理政策，並且保持穩健之財務狀況。於二零一六年六月
三十日，流動資產淨值為人民幣 1,145,794,927.01 元（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人民幣 1,177,623,573.28 元）。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存款及現金為人民幣 1,166,526,414.63
元。（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1,212,720,957.69 元）。

南京三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六年中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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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結構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借貸總額為人民幣718,693,298.87元（於二
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674,835,000.00 元）。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的註冊及已發行股本為人民幣 316,823,400 元，
分為 91,800,000 股 H 股及 225,023,400 股內資股。
本集團資產之抵押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質押的銀行存款為人民幣 25,054,483.78 元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24,435,812.19 元）
，以支援本集團項目投
標╱正在進行中的項目及銀行信貸。
僱員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僱用 499 名員工（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380 名員工），於回顧期內，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為人民幣 27,486,052.88 元（二
零一五年同期：人民幣 27,056,631.42 元）。
本集團之薪酬及花紅政策基本上按個別僱員工作表現釐定。
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負債比率（即銀行貸款減現金及現金等值再除
以權益）為零（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零），此乃由於本集團現金及現金等
價物充裕償還銀行貸款所致。
外滙風險
本集團的收益及開支均採用人民幣計值，董事認為，本集團有關外滙兌換之風險
並不重大。
重大收購及出售及重大投資
回顧期內，本集團並無任何其他重大收購及出售及重大投資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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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未來計劃
於本報告日期，本集團概無就建議收購簽訂任何協議，且並無任何其他未來重大
投資或資本資產計劃。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業務回顧及展望
戰略業務
在高速公路智能交通業務領域，本集團在持續夯實改善現有業務的基礎上，繼續
推進項目實施各環節的精細化管理，同時，全面發展新的業務項目。於回顧期
內，本集團成功中標了山西省黎城（冀晉界）至長治公路改擴建工程機電施工 JD1 項
目、安徽省廬江縣合銅路交通信號控制工程項目、福建省長深高速公路永安貢川
互通及接線機電工程 E 合同段項目、南京市谷里互通工程項目等 11 個新項目。同
時，本集團將智慧交通的理念深入到各業務環節中，積極探索高速公路智慧服務
區建設業務，實現項目管理的進一步突破。
在城市智能交通業務領域，本集團繼續以系統集成模式在各地拓展業務，同時，
積極發展多元化的運營模式，以求開拓新產品業務市場。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成
功中標南京市危化品安全管理信息共享系統項目、連雲港機動車排氣網絡監管平
台項目，完成了包括南京市公安局電動車監管項目在內的 6 個儲備項目。同時，本
集團與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學研究所簽訂了智能交通產業協會入盟協議，本集團在
電子車牌領域的相關技術積累獲得了權威的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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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關智能物流領域，本集團於回顧期內進一步完善業務模式的轉型升級，在保
持集成項目規模化基礎上發展創新業務，實現傳統集成業務與創新業務的「3 分離 1
關聯」，即：管理分離，文化分離，模式分離與業務設計關聯，特別注重業務的分
析、研究和創新，重點推進「通關物流」項目的實施。於回顧期內，本集團在重點
推動華東和華南地區的售後維保業務的同時積極開拓中西部和環渤海灣地區新項
目的落地。
在跨境貿易及服務領域，本集團於 2015 年四季度首次推出外貿綜合服務平台－「貿
互達」，該平台借助本集團在海關物流領域多年的業務積累，緊緊抓住了傳統外貿
服務普遍存在的中間費用高、通關手續繁瑣、退稅慢等痛點，利用互聯網、物聯
網等多種手段，為外貿企業提供快捷、低成本的通關、結匯、退稅及物流服務。
從而在回顧期內實現了業務規模的快速增長。
信息服務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成功推出智慧駕培項目－「優優學車 APP」，通過建立全市統一
的「互聯網 + 智慧駕培平台」，對傳統駕培模式進行了創新升級；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將智慧停車系統－「超享停」升級為 2.0 版，對系統前端、平
台、微信公眾號及手機APP進行了全方位的升級，並將該系統接入南京多家核心停
車場，成為城市智慧停車項目的示範工程。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積極拓展「綠色出行」項目，承擔了「我的南京」APP 中綠色出
行頻道的建設、維護工作，積累了一定規模的用戶，初步探索了業務推廣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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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與開發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積極研發並推廣 SmartOSS 智慧城市運營支撐平台，該平台
實現了海量數據的實時採集與共享，能夠對不同的終端、設備、系統進行統一運
維，充分體現出其實時、高效、穩定、可監控、可維護、免開發、低成本的優
勢。為數據管理者提供數據支持，幫助客戶從大量的物聯網終端、IT設備或第三方
系統中採集、傳輸、滙聚和共享數據。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取得 6 項專利授權，完成了多項省科技成果轉化項目、省產業
轉型（軟件）專項項目及國家「863 計劃」項目的驗收工作，同時積極推進及建設包括
省產學研前瞻性聯合項目、省政策引導類計劃（國際科技合作）項目、省產業轉型
專項資金項目等多個政府項目的實施。參與了「國家物聯網基礎標準工作組」相關
工作。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已基本完成國（軍）標UHF讀寫器的研發工作，並且啟動了國標
讀寫器的協議一致性和性能的第三方檢測的準備工作。
未來展望
下半年，在高速公路智能交通領域，本集團將積極拓展市場資源，鎖定江蘇、四
川、浙江、山東四大區域，集中力量、深挖市場潛力，繼續推進項目實施各環節
的精細化管理，確保在建項目健康有序開展，就高速公路智慧服務區建設業務進
行可行性分析，尋找業務新的增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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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年，在城市智能交通領域，本集團將以更加務實的態度，圍繞「創現、創利、
創值」對業務進行改造，拓展集成業務，推廣SmartOSS智慧城市運營支撐平台，通
過「綠色出行」項目和智慧停車業務提升業務價值。
下半年，在海關智能物流領域，本集團將繼續開拓集成服務業務，保障重點項目
「雲卡口平台二期」的按期上線及市場推廣；推進「通關物流」項目，在前期市場調
研、產品分析的基礎上，形成初步定位、內容框架和商業模式設計，開展產品v1.0
開發工作。
下半年，在跨境貿易及服務領域，本集團將繼續完善業務流程、加強風險控制體
系建設，加大市場推廣力度，構建具有高端資源的核心競爭力。
下半年，本集團將繼續以解決終端客戶需求和挖掘數據資源為業務發展方向，根
據市場發展趨勢持續改進、完善商業模式；以提升客戶滿意度為出發點，不斷優
化平台與產品，提高用戶體驗，增強公司在行業內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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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監事及高級行政人員擁有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股本的權益或淡倉
除下文已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監事及高級行政人
員概無擁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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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股份及債券的任何須按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
部第7及8分部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
文被當作或視作擁有的權益或淡倉）
，或須記錄於按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 條規
定須存置的登記冊上的權益或淡倉，或須按照上市規則附錄十的交易準則以其他
方式知會本公司的權益或淡倉。
股份好倉

董事姓名
沙敏（附註 1）
常勇（附註 2）

股份數目
1,350,000
158,443,400
158,443,400

權益性質

佔本公司註冊資本的
概約百分比 (%)

實益擁有人
受控制法團權益
受控制法團權益

0.43%
50.01%
50.01%

附註：
(1)

沙敏（「沙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 1,350,000 股內資股，並擁有南京萬物互聯投資管理企業（有限
合夥）70% 權益，而南京萬物互聯投資管理企業（有限合夥）則持有南京三寶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90.09%權益，而南京三寶科技集團有限公司則持有本公司158,443,400股內資股。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沙先生被視為擁有本公司全部 159,793,400 股內資股的權益。杜予為沙先生的配偶。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杜予亦被視為在沙先生擁有權益的本公司 159,793,400 股內資股中擁有權益。

(2)

常勇（「常先生」）擁有南京萬物互聯投資管理企業（有限合夥）30% 權益，而南京萬物互聯投資管
理企業（有限合夥）則持有南京三寶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90.09% 權益，而南京三寶科技集團有限
公司則持有本公司 158,443,400 股內資股。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常先生被視為擁有本公司全部
158,443,400 股內資股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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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按照證券及期貨條例予以披露的股份及主要股東
就董事所知，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以下股東（本公司董事、監事或高級行政
人員除外）須按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 部第 2 及 3 分部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而須列
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36 條予以存置之登記冊內所擁有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
的權益及淡倉。
股份好倉︰

股東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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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數目

權益性質

佔本公司註冊
資本的概約
百分比(%)

南京三寶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三寶集團」）
（附註 1）

158,443,400
內資股

實益擁有人及益
受控制法團權

50.01%

南京萬物互聯投資管理
企業（有限公司）
（附註 1）

158,443,400
內資股

受控制法團權益

50.01%

Active Gold Holding Limited
（附註 2）

49,545,000
內資股

實益擁有人

15.64%

Ringing Finance Hong Kong Limited
（附註 2）

49,545,000
內資股

受控制法團權益

15.64%

北京豐匯達投資有限公司
（附註 2）

49,545,000
內資股

受控制法團權益

15.64%

趙維
（附註 2）

49,545,000
內資股

受控制法團權益

15.64%

Atlantis Capital Holdings Limited
（附註 3）

24,997,000
H股

受控制法團權益

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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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名稱

股份數目

權益性質

佔本公司註冊
資本的概約
百分比(%)

劉央（附註 3）

24,997,000
H股

受控制法團權益

7.89%

Riverwood Asset Management
(Cayman) Ltd.（附註 3）

22,200,000
H股

投資經理

7.00%

樊慶龍

16,523,000
H股

實益擁有人及
受控法團權益

5.22%

江蘇瑞華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江蘇瑞華」）

13,750,000
內資股

實益擁有人

4.34%

China First Private
Equity Company Ltd.

12,924,000
H股

實益擁有人

4.08%

Hwabao Trust Co., Ltd.

10,628,000
H股

受託人

3.35%

附註︰
(1)

三寶集團直接持有 153,493,400 股內資股及擁有南京三寶投資發展有限公司（「三寶投資」）註冊資本
100% 權益，後者持有 4,950,000 股內資股。故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三寶集團被視為擁有三寶
投資所持有4,950,000股內資股之權益。因此，三寶集團為本公司之主要及唯一最大股東。本公司董
事長沙敏先生及副董事長常勇先生分別持有南京萬物互聯投資管理企業（有限合夥）之 70% 及 30% 權
益，而南京萬物互聯投資管理企業（有限合夥）持有三寶集團90.09%股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沙
敏先生及常勇先生被視為擁有三寶集團所持有 158,443,400 股內資股之權益。

(2)

Active Gold Holding Limited由Ringing Finance Hong Kong Limited全資擁有，而Ringing Finance Hong
Kong Limited 由北京豐匯達投資有限公司全資擁有。此外，趙維擁有北京豐匯達投資有限公司之
70% 權益。

(3)

Atlantis Capital Holdings Limited及Riverwood Asset Management (Cayman) Ltd.均100%由劉央女士擁
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劉央女士擁有 24,997,000 股股份之受控制法團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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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變更
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胡漢輝先生已獲委任為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
以填補因許蘇明先生退任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而產生的空缺。
購股權計劃
二零一一年十月十八日，董事會通過決議，終止執行本公司股東於二零零四年四
月二十四日以決議案形式批准之本公司購股權計劃，並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
日股東大會上通過該項決議。
自採納購股權計劃以來，本公司概無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購股權。
競爭業務及利益衝突
董事、本公司的管理層股東或主要股東或彼等各自的聯繫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
概無從事與本集團的業務構成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的業務，且亦無與本集團有任
何其他利益衝突。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本公司採納之董事進行證券交易行為守則之標準不低於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規定之
交易準則。本公司經向所有董事明確查詢後，並不知悉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曾有不遵守交易準則規定及本身之董事進行證券交易行為守則
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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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七日成立審核委員會，其職權範圍乃遵照上市規則
第3.21至3.23條制定。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監督本公司之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
監控。
審核委員會由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分別為審核委員會主席沈成基先生及成
員耿乃凡先生及胡漢輝先生。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於回顧期內之未經
審核業績，並已提供建議及意見。
企業管治守則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已全面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
所載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
購回、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回、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
券。
承董事會命
南京三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沙敏
二零一六年八月九日
中國，南京

於本報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沙敏先生（董事長）、常勇先生、朱翔先生；非執行董
事為馬俊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沈成基先生、耿乃凡先生及胡漢輝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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