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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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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賴該等內容
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708）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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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5,885,384.90

元，較去年同期增長約92.95%。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潤為人民幣3,077,457.74元，較
去年同期下降約70.68%。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基本每股收益約為人民幣0.004元（二零二零年同期：人民
幣0.013元）。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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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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二零年的比較數字如
下：

（除特別註明外，於本公佈中，本公司的財務資料均以人民幣（「人民幣」）元列示。）

合併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資產 附註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流動資產：
貨幣資金 499,579,823.52 396,527,387.13

結算備付金 – –

拆出資金 – –

交易性金融資產 – –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 

金融資產 – –

衍生金融資產 – –

應收票據 8 1,000,000.00 8,637,671.16

應收賬款 8 623,155,334.62 1,102,051,999.27 

應收款項融資 8 500,000.00 1,988,651.45

預付款項 8 560,844,251.88 375,556,663.32

應收保費 – –

應收分保賬款 – –

應收分保合同準備金 – –

其他應收款 8 493,973,398.14 95,973,149.21 

買入返售金融資產 – –

存貨 235,164,817.09 173,477,816.65

合同資產 501,090,865.69 524,489,072.34

持有待售資產 428,077,500.00 428,077,500.00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資產 – –

其他流動資產 82,961,976.98 68,953,437.14  

流動資產合計 3,426,347,967.92 3,175,733,34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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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續） 附註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發放貸款和墊款 – –

債權投資 –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 –

其他債權投資 – –

持有至到期投資 – –

長期應收款 – –

長期股權投資 4,118,352.11 118,352.11

其他權益工具投資 219,653,402.05 219,653,402.05

其他非流動金融資產 131,910,665.71 132,643,300.91

投資性房地產 235,215,900.00 235,215,900.00

固定資產 224,030,622.06 244,054,351.67

在建工程 185,099.99 185,099.99

生產性生物資產 – –

油氣資產 – –

使用權資產 – –

無形資產 10,484,372.92 10,587,936.48

開發支出 – –

商譽 – –

長期待攤費用 3,103,098.98 3,880,507.35

遞延所得稅資產 70,265,619.60 70,233,553.55 

其他非流動資產 86,906,437.50 86,906,437.50   

非流動資產合計 985,873,570.92 1,003,478,841.61 
  

資產總計 4,412,221,538.84 4,179,212,18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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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債和所有者權益 附註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571,270,000.00 756,035,488.89

向中央銀行借款 – –

拆入資金 – –

交易性金融負債 – –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 

金融負債 – –

衍生金融負債 – –

應付票據 9 393,000,000.00 –

應付賬款 9 676,383,065.94 660,645,469.09

預收款項 9 – 9,572.20

賣出回購金融資產款 – –

吸收存款及同業存放 – –

代理買賣證券款 – –

代理承銷證券款 – –

應付職工薪酬 3,487,799.61 15,805,390.78

應交稅費 13,428,705.19 16,655,425.87 

其他應付款 9 29,543,088.43 81,343,497.87

應付手續費及佣金 – –

應付分保賬款 – –

合同負債 9 152,779,785.73 261,560,369.57

持有待售負債 – –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 156,000,000.00 156,000,000.00

其他流動負債 12,515,627.47 32,368,230.22  

流動負債合計 2,008,408,072.37 1,980,423,44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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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債和所有者權益（續） 附註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保險合同準備金 – –

長期借款 393,250,000.00 186,250,000.00

應付債券 – –

其中：優先股 – –

永續債 – –

租賃負債 – –

長期應付款 – –

長期應付職工薪酬 – –

預計負債 – –

遞延收益 17,689,513.19 21,513,196.53

遞延所得稅負債 13,907,477.05 13,916,896.54 

其他非流動負債 – –  

非流動負債合計 424,846,990.24 221,680,093.07
  

負債合計 2,433,255,062.61 2,202,103,537.56 
  

所有者權益：
股本 792,058,500.00 792,058,500.00

其他權益工具 – –

其中：優先股 – –

永續債 – –

資本公積 103,269,821.12 103,269,821.12

減：庫存股 – –

其他綜合收益 23,732,472.18 23,419,490.31

專項儲備 – –

盈餘公積 104,128,024.15 104,128,024.15

一般風險準備 – –

未分配利潤 874,772,174.15 871,694,716.41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權益合計 1,897,960,991.60 1,894,570,551.99

少數股東權益 81,005,484.63 82,538,099.73  

股東權益合計 1,978,966,476.23 1,977,108,651.72
  

負債和股東權益總計 4,412,221,538.84 4,179,212,18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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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利潤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項目 附註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一、營業總收入 2 575,885,384.90 298,462,892.82

其中：營業收入 575,885,384.90 298,462,892.82

利息收入 – –

已賺保費 – –

手續費及佣金收入 – –  

二、營業總成本 578,571,517.53 295,142,883.97

其中：營業成本 2 490,144,729.86 204,675,144.25

利息支出 – –

手續費及佣金支出 – –

退保金 – –

賠付支出淨額 – –

提取保險責任準備金淨額 – –

保單紅利支出 – –

分保費用 – –

稅金及附加 3,136,968.64 2,456,123.40

銷售費用 15,667,964.66 20,090,926.29

管理費用 25,635,448.19 24,188,287.60

研發費用 26,234,605.84 19,626,727.15

財務費用 4 28,475,856.07 25,477,374.66

其中：利息費用 4 29,306,083.47 25,037,701.27

利息收入 4 1,163,241.77 303,233.88

加：其他收益 4,861,979.41 10,429,671.27

投資收益（損失以「-」號填列） – 27,746.93

其中：對聯營企業和合營企業的投資 

收益 – –

匯兌收益 – –

公允價值變動收益（損失以「-」號填列） – –

信用減值損失 -10,739,956.85 -1,371,699.38

資產減值損失 15,901.12 –

資產處置收益（損失以「-」號填列） 19,983.08 -33,82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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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項目 附註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三、營業利潤（虧損以「-」號填列） 2,195,829.86 13,743,606.22

加：營業外收入 274,913.14 162,769.32

減：營業外支出 80.51 5,416.48  

四、利潤總額（虧損總額以「-」號填列） 2,470,662.49 13,900,959.06

減：所得稅費用 5 925,819.85 3,661,022.90  

五、淨利潤（淨虧損以「-」號填列） 1,544,842.64 10,239,936.16

（一）按經營持續性分類
1.持續經營淨利潤（淨虧損以「-」號填列） 1,544,842.64 10,239,936.16

2.終止經營淨利潤（淨虧損以「-」號填列） – –

（二）按所有權歸屬分類
1.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潤 

（淨虧損以「-」號填列） 3,077,457.74 10,496,067.21

2.少數股東損益（淨虧損以「-」號填列）  -1,532,615.10 -256,131.05  

六、其他綜合收益 312,981.87 263,284.15

（一）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綜合收益的 

稅後淨額 312,981.87 263,284.15

1.不能重分類進損益的其他綜合收益 – –

(1)重新計量設定受益計劃變動額 – –

(2)權益法下不能轉損益的其他綜合收益 – –

(3)其他權益工具投資公允價值變動 – –

(4)企業自身信用風險公允價值變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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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項目 附註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2.將重分類進損益的其他綜合收益 312,981.87 263,284.15

(1)權益法下可轉損益的其他綜合收益 – –

(2)其他債權投資公允價值變動 – -125,133.43

(3) 金融資產重分類計入其他綜合收益的 

金額 – –

(4)其他債權投資信用減值準備 – –

(5)現金流量套期儲備 – –

(6)外幣財務報表折算差額 312,981.87 388,417.58

(7)其他 – –  

七、綜合收益總額 1,857,824.51 10,503,220.31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綜合收益總額 3,390,439.61 10,759,351.36

歸屬於少數股東的綜合收益總額 -1,532,615.10 -256,131.05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6 0.004 0.013

（二）稀釋每股收益（元╱股） 0.004 0.013
  



9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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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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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截至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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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業務的已收及應收收入。

(1) 營業收入、營業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項目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主營業務收入 560,978,985.14 285,897,483.97 

其他業務收入 14,906,399.76  12,565,408.85   

營業收入合計 575,885,384.90 298,462,892.82 
  

主營業務成本 488,650,639.28  203,750,858.93 

其他業務成本 1,494,090.58 924,285.32  

營業成本合計 490,144,729.86  204,675,144.25
  

(2) 主營業務（分產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產品名稱 營業收入 營業成本 營業收入 營業成本

系統集成 388,222,021.67 336,706,393.84 223,895,863.14 165,483,404.27 

智能終端銷售 130,618,244.86 127,584,690.01 19,145,065.19 18,300,462.35 

服務收入 42,138,718.61 24,359,555.43 42,856,555.64 19,966,992.31     

合計 560,978,985.14 488,650,639.28 285,897,483.97 203,750,85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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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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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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項目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利息支出 29,306,083.47 25,037,701.27 

減：利息收入 1,163,241.77 303,233.88 

匯兌損益 – –

其他 333,014.37 742,907.27   

合計 28,475,856.07 25,477,374.66 
  

5. 所得稅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項目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按稅法及相關規定計算的當期所得稅 925,819.85  3,661,022.90 

遞延所得稅調整 – –  

合計 925,819.85 3,661,022.90 
  

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日通過高新技術企業復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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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公司於報告期內實際企業所得稅稅率為15%。

本集團的子公司江蘇智運科技發展有限公司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日通過高新技術企業復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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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際企業所得稅稅率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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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子公司江蘇瑞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取得江蘇省科學技術廳、江蘇省財政廳、國
家稅務總局江蘇省稅務局聯合下發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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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其報告期內實際企業所得稅稅率為15%。

本集團的子公司南京城市智能交通股份有限公司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取得江蘇省科學技術廳、江蘇省財政
廳、國家稅務總局江蘇省稅務局聯合下發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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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其報告期內實際企業所得稅稅率為15%。

本集團的子公司南京三寶鏈式數據技術有限公司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取得江蘇省科學技術廳、江蘇省財政
廳、國家稅務總局江蘇省稅務局聯合下發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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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其報告期內實際企業所得稅稅率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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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潤人民幣3 , 0 7 7 , 4 5 7 . 7 4元（二零二零年同期：人民幣
10,496,067.21元）及該期間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792,058,500股（二零二零年：792,058,500股）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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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二零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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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項目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賬款 851,546,414.30 1,393,820,765.76

減：應收賬款壞賬準備 228,391,079.68 291,768,766.49

應收賬款融資 500,000.00 1,988,651.45

應收票據 1,000,000.00 8,637,671.16

預付款項 560,844,251.88 375,556,663.32

其他應收款項 523,797,721.38 129,625,205.63

減：其他應收款壞賬準備 29,824,323.24 33,652,056.42

應收利息 – –

應收股利 – –  

合計 1,679,472,984.64 1,584,208,134.41
  

 應收賬款賬齡分析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項目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1年以內（含1年） 274,900,845.39 538,432,355.50

1-2年 301,942,249.26 336,816,974.25

2-3年 139,851,031.36 361,725,374.63

3年以上 134,852,288.29 156,846,061.38  

小計 851,546,414.30 1,393,820,765.76

減：壞賬準備 228,391,079.68 291,768,766.49  

合計 623,155,334.62 1,102,051,99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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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項目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賬款 676,383,065.94 660,645,469.09

應付票據 393,000,000.00 –

預收賬款 – 9,572.20

其他應付款 29,543,088.43 81,343,497.87

應付利息 – –

應付股利 – –

合同負債 152,779,785.73 261,560,369.57  

合計 1,251,705,940.10 1,003,558,908.73
  

 應付賬款賬齡分析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項目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1年以內 418,559,296.90 231,085,935.02

1-2年 21,069,868.77 138,743,655.80

2年以上 236,753,900.27 290,815,878.27  

合計 676,383,065.94 660,645,469.09
  

 應付票據賬齡分析

項目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1年以內 393,000,000.00 –

1-2年 – –

2年以上 – –  

合計 393,000,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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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財務回顧

營業總收入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回顧期」）之營業總收入為人民幣575,885,384.90元，較
去年同期增長約92.95%。增長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因受疫情影響，部分項目復工延遲且中標項目減
少，導致公司收入下降，回顧期內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公司業務和收入水平正在逐漸恢復。

毛利率

回顧期內之毛利率由去年同期約31.42%下降至約14.89%。主要原因是i)受部分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上
漲影響，公司採購成本增加；ii)受疫情影響，部分項目招標及啟動延遲，市場競爭加大，導致本集
團項目利潤率下降。

銷售費用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之銷售費用為人民幣15,667,964.66元，較去年同期下降約22.01%。該項
下降主要原因是回顧期內本集團由於疫情持續影響，為節約費用，結合市場形勢，同步開展了線上
營銷的方式。

管理費用

管理費用由去年同期人民幣24,188,287.60元輕微增長約5.98%至回顧期內人民幣25,635,448.19元。

研發費用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之研發費用為人民幣26,234,605.84元，較去年同期增長約33.67%。該項
增長主要原因是本集團為增強核心競爭力，加大研發經費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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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費用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之財務費用為人民幣28,475,856.07元，較去年同期上升約11.77%。該項
上升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因疫情原因可享受貸款優惠政策，報告期內逐漸恢復正常水平。

預付賬款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預付賬款為人民幣560,844,251.88元，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上升約49.34%。該項上升主要原因為本集團積極拓展業務，預付採購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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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營
運資本（即流動資產減流動負債）為人民幣1,417,939,895.55元（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1,195,309,903.18元）。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存款及現金為人民幣499,579,823.52元（於二零二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人民幣396,527,387.13元）。

資本結構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銀行借款總額為人民幣1,120,520,000.00元。（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人民幣1,098,285,488.89元），其中包括有抵押銀行借款人民幣146,020,000.00元，年利率
介乎於4.35%至4.41%，並須於十三年內償還。其餘人民幣974,500,000.00元為無抵押銀行借款，包
括銀行借款人民幣674,500,000.00元，年利率介乎於4%至7%，並須於一年內償還；銀行借款人民幣
300,000,000元，年利率為5.55%，須於兩年內償還。回顧期內，銀行借款主要用於支撐本集團業務運
營開展，所得資金主要用於項目採購及支付項目預付款。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的註冊及已發行股本為人民幣792,058,500.00元，分為229,500,000

股H股及562,558,500股內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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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資產之抵押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下列資產抵押：

(i) 本集團之資產賬面總值人民幣339,456,504.62元（其中：投資性房地產人民幣235,215,900元、固
定資產人民幣96,663,919.35元、無形資產人民幣7,576,685.27元）已抵押予銀行作為未償還銀行借
款約人民幣146,020,000.00元之抵押。

(ii) 本集團已質押的銀行存款為人民幣161,961,451.86元（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17,304,750.44元），以支持本集團項目投標╱正在進行中的項目及銀行信貸。

僱員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僱用290名員工（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255名員工），於回
顧期內，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為人民幣27,804,547.37元（二零二零年同期：人民幣26,755,37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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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負債比率（按短期借款加長期借款加一年到期的非流動負債減現
金及現金等價物，除以權益計算）約為39.56%（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36.37%），此乃由於
支撐本集團業務運營開展，增加銀行貸款並用於項目採購及作項目預付款。

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收益及開支均採用人民幣計值，董事認為，本集團有關外匯兌換之風險並不重大。

所持重大投資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团無佔本集團資產總值的5%或以上的投資項目。

重大收購及出售及重大投資

出售事項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本公司與南京三寶科技集團有限公司（「三寶集團」）訂立債權轉讓協
議I，據此，三寶集團同意購買，而本公司同意出售1項債權，代價為人民幣153,311,928.00元。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本公司附屬公司江蘇智運科技發展有限公司（「江蘇智運」）與三寶集
團訂立債權轉讓協議II，據此，三寶集團同意購買，而江蘇智運同意出售7項債權，代價為人民幣
352,346,262.23元。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上述出售事項經股東特別大會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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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該出售事項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及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之
公告。

除上文已披露者外，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收購及出售及重大投資事項。

有關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未來計劃

於本公告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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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業務回顧及展望

業務發展情況

在智慧高速領域，本集團通過實施各重大項目，為客戶提供智能化解決方案，提供高速公路監控系
統、通信系統、收費系統、隧道調度指揮系統、車路協同系統等集成服務，提高公路、橋樑、隧道
的通行效率、交通安全、運營效益和駕駛體驗。

根據年初確定的戰略規劃和競爭策略，本集團在傳統優勢市場，穩健發展，跟進項目持續落地；在
競爭激烈和競爭劣勢的市場，以合作共贏的態度，主動開展行業內的戰略合作，積極開發拓展新的
市場區域與業務項目。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有效推進雲南省昌寧至保山高速公路機電工程（JD2標）、
莆炎高速公路三明境尤溪中仙至建寧裡心段機電工程項目、新泰至台兒莊（魯蘇界）公路新泰至台兒
莊馬蘭屯段機電工程集成施工項目等項目實施。同時本集團新簽訂G3W德州至上饒高速公路池州至
祁門段、G5011蕪合高速公路蕪湖至林頭段改擴建機電工程項目、南京至馬鞍山國家高速公路劉村互
通至銅井鎮（蘇皖界）段擴建工程機電工程施工NMKJ-91標段項目、海鹽縣農村公路路燈亮化工程第
2標段（照明工程）等。本集團不僅著眼於持續提升項目管理、數據服務等能力，同時還積極探索交通
大數據分析在新領域的應用，將智慧交通的理念深入到業務環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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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關智能物流領域，本集團一直致力於為海關、海關特殊監管區（包括保稅區、跨境綜合實驗區
等）、港口碼頭、機場等物流領域的客戶提供信息化規劃、軟件產品、硬件產品、信息系統集成及運
維服務等一攬子的智能化解決方案，以提高監管效率、降低監管成本、提高通關便利，從而促進貿
易流通。於回顧期內，為保證本集團在海關智能物流領域的持續競爭優勢，本集團加大產品研發投
入，一方面持續優化現有產品，進行模式創新和場景延展，另一方面，不斷研發新產品、拓展新方
案，開發無感卡口系統、動物入境通道系統(AI)、智慧稽查系統等產品。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成功中
標陽邏國際港關檢查驗區開發項目－武漢海關物流信息（新水運）系統。該項目是符合海關監管要求
的物流監管（水、鐵運）業務管理系統，業務範圍覆蓋整個湖北省，支持多種業務模式，並能與其相
關的各信息化系統及平台進行數據交互，實現內外貿物流的智能化全覆蓋式監管。

研究與開發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正式獲批成為「歐盟科研框架計劃」「地平線2020」(「Horizon 2020」)合作夥伴
(Official Participant)，參與由位於比利時布魯塞爾的歐洲智能交通協會（ERTICO-ITS Europe）組織協
調、共計18家（15家歐洲、3家國際）科研、產業機構參與的為期三年並由歐盟資助的「MODALES」項
目（編號：815189），為推進中歐間國際科技合作、促進成果轉化、帶動產業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
本集團與東南大學等機構密切合作，聯合申報及獲批「2021年度江蘇省知識產權戰略推進計劃－高價
值專利培育計劃項目（升級項目）」，共同建設省級「高價值專利培育示範中心」，力爭在「物聯網核心
器件領域」優化高價值專利培育體系、運用專利信息開展關鍵核心（共性）技術攻關、圍繞創新成果開
展高質量專利申請和佈局以及推動專利技術產業化等方面取得示範性的成果。

本集團附屬公司江蘇智運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建設的「南京市智慧高速工程技術研究中心」正式獲南
京市科技局批准認定；江蘇智運科技發展有限公司正式加入「全國智能運輸系統標準化技術委員會
(TC268)」。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高度重視知識產權的申請和保護，新申報5項軟件著作權認定，申報4件實用新
型專利；並新獲授權3件發明專利和6項軟件著作權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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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

下半年，本集團將按照年初既定戰略，繼續聚焦於智慧高速、智慧海關兩大核心產業，始終堅持以
客戶為中心，以市場為需求為導向，圍繞特定場景，在技術驅動下實現產品、解決方案的創新。堅
持技術創新與商業模式創新並重，彙集本集團之資源，以物聯網、互聯網+等信息技術為核心，構建
智慧城市生態系統。

下半年，在智慧高速領域，本集團將落實推進與地方行業主管單位、中介機構以及龍頭企業的戰略
合作，實現資源互補，推動區域聯動、產業融合、協作發展。將繼續圍繞智慧高速應用場景，推動
技術升級，落實景區信息化及照明工程等場景的建設。

下半年，在智慧海關領域，本集團繼續以「提升監管效率、減低監管成本、提高通關便利，從而促進
貿易流通」為目標，為客戶提供智能化的物聯網解決方案、產品和服務。聚焦業務拓展探索，加大產
品研發工作，提升企業競爭力，圍繞核心客戶及生態夥伴進一步升級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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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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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知悉於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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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立輝先生及成員牛鐘潔先生及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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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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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章程文件之變更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章程文件沒有任何重大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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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八月三十日
中國，南京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沙敏先生（董事長）、馬風奎先生及張軍民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常勇先
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高立輝先生、牛鍾潔先生及胡漢輝先生。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