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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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回顧期」），本集團的營業總收入為人民幣531,667,245.37

元，較去年同期下降約7.68%。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虧損為人民幣7,108,515.65元，對
比去年同期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為人民幣 3,077,457.74元。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基本每股虧損約為人民幣0.009元（二零二一年同期：每股
基本收益約為人民0.004元）。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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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
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二一年的比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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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資產 附註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流動資產：
貨幣資金 591,965,763.39 379,312,843.32

結算備付金 – –

拆出資金 – –

交易性金融資產 – –

衍生金融資產 – –

應收票據 8 6,349,960.00 3,600,960.00

應收賬款 8 348,015,201.16 326,188,720.07

應收款項融資 8 4,200,000.00 4,000,000.00

預付款項 8 140,829,121.74 142,015,522.10

應收保費 – –

應收分保賬款 – –

應收分保合同準備金 – –

其他應收款 8 448,705,011.49 821,201,854.95

買入返售金融資產 – –

存貨 76,702,195.97 70,393,240.44

合同資產 656,310,829.59 607,228,96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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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538,324.69 74,216,262.60  

流動資產合計 2,762,693,908.03 2,856,235,86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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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續） 附註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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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其他債權投資 – –

長期應收款 – –

長期股權投資 10,114,791.00 114,791.00

其他權益工具投資 5,613,951.53 5,613,951.53

其他非流動金融資產 121,532,560.62 140,947,660.22

投資性房地產 236,490,100.00 236,490,100.00

固定資產 177,978,776.27 208,814,233.66

在建工程 1,317,696.65 –

生產性生物資產 – –

油氣資產 – –

使用權資產 – –

無形資產 9,740,965.18 10,308,157.92

開發支出 – –

商譽 – –

長期待攤費用 243,198.84 620,319.39

遞延所得稅資產 68,544,038.84 68,446,098.11

其他非流動資產 23,665,787.50 23,665,787.50  

非流動資產合計 655,241,866.43 695,021,099.33
  

資產總計 3,417,935,774.46 3,551,256,96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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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債和所有者權益 附註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784,770,000.00 772,812,942.91

向中央銀行借款 – –

拆入資金 – –

交易性金融負債 – –

衍生金融負債 – –

應付票據 9 4,000,000.00 4,000,000.00

應付賬款 9 470,994,303.40 547,731,378.35

預收款項 9 42,699.00 17,872.20

合同負債 9 55,019,253.88 53,269,28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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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0,178.77 16,063,182.97

應交稅費 12,551,264.53 7,599,550.52

其他應付款 9 37,705,563.55 52,244,563.53

應付手續費及佣金 – –

應付分保賬款 – –

持有待售負債 – –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 46,000,000.00 96,000,000.00

其他流動負債 8,210,541.70 3,618,602.10  

流動負債合計 1,425,093,804.83 1,553,357,37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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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債和所有者權益（續） 附註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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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250,000.00 90,2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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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82,146.51 14,385,829.85

遞延所得稅負債 15,795,089.36 15,804,508.85

其他非流動負債 – –  

非流動負債合計 124,127,235.87 120,440,338.70
  

負債合計 1,549,221,040.70 1,673,797,7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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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11,452.10 25,457,39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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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5,341,465.11 812,449,980.76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權益合計 1,832,109,262.48 1,837,363,722.45

少數股東權益 36,605,471.28 40,095,532.09  

股東權益合計 1,868,714,733.76 1,877,459,254.54
  

負債和股東權益總計 3,417,935,774.46 3,551,256,96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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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利潤表
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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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一、營業總收入 2 531,667,245.37 575,885,384.90

其中：營業收入 531,667,245.37 575,885,384.90

利息收入 – –

已賺保費 – –

手續費及佣金收入 – –  

二、營業總成本 548,896,804.47 578,571,517.53

其中：營業成本 2 485,659,525.85 490,144,729.86

利息支出 – –

手續費及佣金支出 – –

退保金 – –

賠付支出淨額 – –

提取保險合同準備金淨額 – –

保單紅利支出 – –

分保費用 – –

稅金及附加 2,575,861.42 3,136,968.64

銷售費用 15,541,968.31 15,667,964.66

管理費用 18,434,711.70 25,635,448.19

研發費用 10,124,745.82 26,234,605.84

財務費用 4 16,559,991.37 28,475,856.07

其中：利息費用 4 19,905,565.78 29,306,083.47

利息收入 4 3,456,819.29 1,163,241.77

加：其他收益 4,830,055.93 4,861,979.41

投資收益（損失以「-」號填列） 675,165.71 –

其中：對聯營企業和合營企業的投資 

收益 – –

以攤餘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終止確認收益 – –

匯兌收益（損失以「-」號填列） – –

淨敞口套期收益（損失以「-」號填列） – –

公允價值變動收益（損失以「-」號填列） – –

信用減值損失（損失以「-」號填列） – 10,739,956.85

資產減值損失（損失以「-」號填列） – -15,901.12

資產處置收益（損失以「-」號填列） – 19,98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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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項目 附註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三、營業利潤（虧損以「-」號填列） -11,724,337.46 2,195,829.86

加：營業外收入 828.65 274,913.14

減：營業外支出 0.09 80.51  

四、利潤總額（虧損總額以「-」號填列） -11,723,508.90 2,470,662.49

減：所得稅費用 5 -1,124,932.44 925,819.85  

五、淨利潤（淨虧損以「-」號填列） -10,598,576.46 1,544,842.64

（一）按經營持續性分類
1.持續經營淨利潤（淨虧損以「-」號填列） -10,598,576.46 1,544,84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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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淨虧損以「-」號填列） -7,108,515.65 3,077,457.74

2.少數股東損益（淨虧損以「-」號填列） -3,490,060.81 -1,532,615.10  

六、其他綜合收益的稅後淨額 1,854,055.68 312,981.87

歸屬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綜合收益的稅後淨額 1,854,055.68 312,981.87

（一）以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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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二）以後將重分類進損益的其他綜合收益 1,854,055.68 312,98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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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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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4,055.68 312,981.87

7.其他 – –

歸屬於少數股東的其他綜合收益的稅後淨額 – –  

七、綜合收益總額 -8,744,520.78 1,857,824.51

（一）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綜合收益總額 -5,254,459.97 3,390,439.61

（二）歸屬於少數股東的綜合收益總額 -3,490,060.81 -1,532,615.10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6 -0.009 0.004

（二）稀釋每股收益（元╱股） -0.009 0.004
  



9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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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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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主營業務收入 517,271,286.11 560,978,985.14

其他業務收入 14,395,959.26 14,906,399.76  

營業收入合計 531,667,245.37 575,885,384.90
  

主營業務成本 481,669,678.92 488,650,639.28

其他業務成本 3,989,846.93 1,494,090.58  

營業成本合計 485,659,525.85 490,144,72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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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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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744,641.29 240,421,368.36 388,222,021.67 336,706,393.84

智能終端銷售 217,647,167.88 215,573,288.79 130,618,244.86 127,584,690.01

服務收入 22,879,476.94 25,675,021.77 42,138,718.61 24,359,555.43    

合計 517,271,286.11 481,669,678.92 560,978,985.14 488,650,63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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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回顧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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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利息支出 19,905,565.78 29,306,083.47

減：利息收入 3,456,819.29 1,163,241.77

匯兌損益 560.70 –

其他 110,684.18 333,014.37  

合計 16,559,991.37 28,475,856.07
  

5. 所得稅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項目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按稅法及相關規定計算的當期所得稅 -1,124,932.44 925,819.85

遞延所得稅調整 – –  

合計 -1,124,932.44 925,819.85
  

經江蘇省科學技術廳、江蘇省財政廳、國家稅務總局江蘇省稅務局批准，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日通過高新
技術企業復評，《高新技術企業》證書編號GR202032002979，有效期3年。本公司自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日起至二零
二三年十二月二日止享受國家重點扶持高新技術企業15%的所得稅優惠稅率。

經江蘇省科學技術廳、江蘇省財政廳、國家稅務總局江蘇省稅務局批准，本公司的附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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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技術企業》證書編號GR202032000060，有效期3年。
公司自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日起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二日止享受國家重點扶持高新技術企業15%的所得稅優惠稅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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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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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收益╱虧損

每股收益╱虧損是根據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虧損人民幣7,108,515.65

元（二零二一年同期：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潤人民幣3,077,457.74元）及回顧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792,058,500股（二零二一年：792,058,500股）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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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二一年：無）。

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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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5,617,720.64 553,791,272.94

減：應收賬款壞賬準備 227,602,519.48 227,602,552.87

應收賬款融資 4,200,000.00 4,000,000.00

應收票據 6,349,960.00 3,600,960.00

預付款項 140,829,121.74 142,015,522.10

其他應收款項 513,178,268.91 907,584,591.12

減：其他應收款壞賬準備 64,473,257.42 86,382,736.17

應收利息 – –

應收股利 – –  

合計 948,099,294.39 1,297,007,057.12
  

 應收賬款按入賬日期的賬齡披露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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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262,555.48 130,360,129.59

1-2年 51,305,772.63 101,924,499.52

2-3年 100,168,750.67 166,512,465.46

3年以上 315,880,641.86 154,994,178.37  

小計 575,617,720.64 553,791,272.94

減：壞賬準備 227,602,519.48 227,602,552.87  

合計 348,015,201.16 326,188,7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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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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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994,303.40 547,731,378.35

應付票據 4,000,000.00 4,000,000.00

預收賬款 42,699.00 17,872.20

其他應付款 37,705,563.55 52,244,563.53

應付利息 – –

應付股利 – –

合同負債 55,019,253.88 53,269,281.83  

合計 567,761,819.83 657,263,095.91
  

 應付賬款賬齡分析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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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737,685.58 247,841,605.01

1-2年 7,000,985.85 116,605,931.56

2年以上 215,255,631.97 183,283,841.78  

合計 470,994,303.40 547,731,378.35
  

 應付票據賬齡分析

項目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1年以內 4,000,000.00 4,000,000.00

1-2年 – –

2年以上 – –  

合計 4,000,000.00 4,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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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財務回顧

營業總收入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回顧期」）之營業總收入為人民幣531,667,245.37元，較
去年同期下降約7.68%。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受疫情反覆的影響，部分項目招標延遲或被迫取消，
工程開工延緩，導致營業收入下降。

毛利率

回顧期內之毛利率由去年同期約14.89%下降至約8.65%。主要原因是本期受疫情反覆的影響，營業收
入下降，設備採購成本及勞務外包費用上升，導致營業利潤下降。

銷售費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之銷售費用為人民幣15,541,968.31元，與去年同期持平。

管理費用

管理費用由去年同期人民幣25,635,448.19元降低約28.09%至回顧期內人民幣18,434,711.70元。主要
原因是期內受疫情封控管理影響，辦公費用、差旅費、技術服務費和招待費等下降所致。

研發費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之研發費用為人民幣10,124,745.82元，較去年同期下降約61.41%。該項
下降主要原因是本期受疫情反覆的影響，很多研發工作未能如期開展。



14

財務費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之財務費用為人民幣16,559,991.37元，較去年同期下降約41.85%。該項
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本期貸款總額減少，利息支出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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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營
運資本（即流動資產減流動負債）為人民幣1,337,600,103.20元（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1,302,878,493.91元）。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存款及現金為人民幣591,965,763.39元（於二零二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人民幣379,312,843.32元）。

資本結構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銀行借款總額為人民幣928,020,000.00元。（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人民幣959,062,942.91元），其中包括有抵押銀行借款人民幣140,020,000.00元，年利率
介乎於4.35%至4.41%，並須於十二年內償還。其餘人民幣788,000,000.00元為無抵押銀行借款，包
括銀行借款人民幣778,00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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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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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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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資產之抵押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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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501,339.30元（其中：投資性房地產人民幣236,490,100.00元、
固定資產人民幣89,675,328.39元、無形資產人民幣7,335,910.91元）已抵押予銀行作為未償還銀行
借款約人民幣140,020,000.00元之抵押。

(ii) 本集團已質押的銀行存款為人民幣9,673,715.24元（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19,435,145.68元），以支持本集團項目投標╱正在進行中的項目及銀行信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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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僱用275名員工（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290名員工），於回
顧期內，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為人民幣24,424,214.22元（二零二零年同期：人民幣27,804,54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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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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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31.91%），此乃由於
本集團歸還到期借款，貸款總額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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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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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本公司（作為賣方）及南京紫金投資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紫金投資」）（作
為買方）訂立產權交易合同。據此，本公司同意出售且紫金投資同意購買南京市信息化投資控股有限
公司（「信投公司」）15.1236%權益，代價為人民幣41,263,200.00元。出售事項完成後，本公司不再持
有信投公司任何權益。有關該出售事項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及二零
二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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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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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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業務回顧及展望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新型冠狀病毒頻繁變異，疫情仍在持續；國際環境嚴峻復雜，俄烏危機不斷發
酵升級，對全球經濟發展帶來巨大衝擊；全球滯脹風險顯著增大，國際金融市場大幅震蕩。面對新
一輪新冠疫情和外部復雜嚴峻的發展環境，中國政府繼續堅持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把穩增長放
在更加突出的地位，落地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著力提升政策效能；穩健貨幣政策；深化供給側結
構性改革，帶動經濟穩中求進。中國經濟在經受衝擊後企穩回升、穩中有進、穩中向好，主要經濟
指標保持增長，實現了高質量發展態勢持續，社會大局保持穩定。

業務發展情況

受疫情反復衝擊的影響，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智慧交通和智慧海關行業發展速度
整體放緩，部分項目招標延遲或被迫取消，工程開工延緩，市場競爭加劇，利潤空間面臨壓縮挑
戰。為穩健經營、降低經營風險、保障利潤水平，於回顧期內，本公司加強項目管理力度，規範項
目立項管理，加強項目評審制度；制訂新的項目預算管理機制，嚴格審批項目預算及預算執行；制
定勞務施工定額標準，提升公司內控管理水平、加強勞務施工成本管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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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慧交通的智慧高速領域，本集團通過實施各重大項目，為客戶提供智能化集成解決方案，提供
雲監控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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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隧道的通行效率、交通安全、運營效益和駕駛體驗。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有效推進延安至延川（陝晉界）高速公路機電工程JD1合同段設備安裝及線纜敷設
施工項目、河北高速公路集團有限公司青銀分公司行車安全誘導系統試點工程、陝西榆林榆神高速
公路有限公司收費站ETC及MTC車道建設工程等項目的結算及驗收工作。

同時本集團新簽訂臨金高速公路臨安至建德段工程JD01標段（機電工程）、滬公司電力監控系統升
級改造項目、溧陽至寧德公路江蘇段LN-92標段（機電工程）、峨眉至漢源高速公路機電工程EHJD1-

EHJD13標段勞務施工等項目。

在智慧交通的城市智慧交通領域，本集團為客戶提供綜合智能化解決方案，提供智能調度中心、智
能公交系統、電子警察系統等產品，實現提前預警、協同智慧、智能分流等手段提高交通效率，緩
解城市交通擁堵。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新簽訂仙桃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隊9個路口安裝信號燈（含監控系統）等項目。

在智慧海關業務領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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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持續優化現有產品，進行模式創新和場景延展，在智能卡口、人工智能產品及
場站產品之外，積極探索海事信息化系統、原檢實驗室信息化、海關財務信息化等業務場景。於回
顧期內，本集團完成九江港彭澤港區紅光作業區綜合樞紐碼頭、濱海口岸開放項目等項目驗收，同
時本集團新簽訂鎮江綜合保稅區跨境電商、雄安綜合保稅區智能卡口系統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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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與開發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與東南大學等機構密切合作，繼續推動2021年國家重點研發計劃「政府間國際
科技創新合作」重點專項項目「面向低排放的駕駛員行為修正關鍵技術研究」；積極開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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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示范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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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本集團與東南大學簽署協議，共同建設「江蘇省研究生工作站」和「研究生實
踐基地」。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工業和信息化部辦公廳公佈《2021年物聯網示范項目名單》，本公司承
擔的「基於車人協同的安全監測車載終端及雲平台研發與產業化」項目入選其中。

在回顧期內，本集團繼續推進智慧交通、智慧海關等產業領域的產品規劃工作，順利開發出「高速公
路誘導信息發佈系統」、「高速公路指揮調度系統」、「公路巡查養護系統」、「高速公路事件監測系統」
及「食品安全監管平台」等產品，部分產品已得到應用，促進本集團的技術進步和業務拓展。於回顧
期內，本集團持續加強知識產權的申請和保護，新申報3項軟件著作權認定，並新獲授權1件實用新
型專利及2件發明專利和1項軟件著作權認定。

未來展望

下半年，本集團將按照年初既定戰略，繼續聚焦於智慧交通、智慧海關兩大核心產業，堅持以客戶
為中心，以客戶和市場為需求為導向，通過綜合解決方案的規劃設計，充分運用業內最新技術產
品，提升交通運輸行業和海關物流行業管理效率，幫助客戶充分實現降本增效的運營管理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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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年，在智慧交通領域，本集團將加強各項目實施工作的推進，保障施工進度不受疫情及外部環
境影響；將加大劣勢地區市場挖掘，爭取業務成果突破；將緊密圍繞「十四五」戰略規劃確定的數字
化轉型發展目標，全力推動各項業務提質升級，積極拓展新的業務方向，包括但不限於城市交通、
市政機電、智能化照明、數據機房等領域。

在智慧海關領域，本集團將繼續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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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模式創新和場景延展，不斷研發新產品、拓展新方案，專注為海關物流行業客戶提
供更加智能化的解決方案服務、持續跟蹤行業發展趨勢，深刻理解行業客戶需求。

同時，隨著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提出，「綠色」已成為中國企業高質量發展的「新坐標」，本集團將
按照年初制定的戰略，緊隨雙碳政策，嘗試低碳園區、智慧能源等新業務領域的拓展和佈局，聚焦
零碳經濟場景拓展縱向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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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知悉於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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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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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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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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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