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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色

創業板的定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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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創業板的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
適合專業及其他老練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的性質所然，在創業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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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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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聯交所創業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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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份；且無遺漏事項足以令致本報

告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江蘇南大蘇富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業績報告 2

概要

•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營業額約為人民幣 94,304,384元。

•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淨額約為人

民幣12,143,960元。

•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派付股息。

第一季度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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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

綜合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營業額約為人民幣 
94,304,384元，較二零一六年同期下跌約人民幣 48,329,514元或約 33.88%。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淨額約為人民幣12,143,960元，較二零一六年同期減少虧損約人民幣421,798元或約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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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業績，連同二零一六年

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止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

項目 附註

截至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截至

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 人民幣

一、 營業總收入 2 94,304,384 142,633,898
其中：營業成本 81,722,157 136,509,087

稅金及附加 928,300 541,473
銷售費用 2,541,759 3,856,799
管理費用 12,362,181 8,979,220
財務費用 3 7,898,292 4,216,451
資產減值損失

加： 公允價值變動收益 
（損失以「-」填列）

投資收益（損失以「-」填列） 195,050 68,027
其中： 對聯營企業和合營企業的 

投資收益

匯兌收益 
（損失以「-」填列）

二、 營業利潤（虧損以「-」填列） -10,953,255 -11,401,105
加：營業外收入 42,586 1,500
其中：非流動資產處置利得

減：營業外支出 2,820 200,390
其中：非流動資產處置損失

三、 利潤總額（虧損總額以「-」填列） -10,913,489 -11,599,995
減：所得稅費用 4 67,529 276,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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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附註

截至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截至

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 人民幣

四、淨利潤（淨虧損以「-」填列） -10,981,018 -11,876,738
其中：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12,143,960 -12,565,758

少數股東損益 1,162,942 689,020
五、每股收益 5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087 -0.0101
（二）稀釋每股收益 -0.0087 -0.0101

六、其他綜合收益

七、綜合收益總額 -10,981,018 -11,876,738
其中：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 

綜合收益總額 -12,143,960 -12,565,758
歸屬於少數股東的 
綜合收益總額 1,162,942 689,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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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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包含子公司時統稱本

集團）系由南京大學資產經營有限公司、江蘇綜藝股份有限公司、江蘇省教育

裝備與勤工儉學管理中心工會、江蘇省共創教育發展有限公司、江蘇省教育裝

備與勤工儉學管理中心、江蘇省信息化建設投資有限公司、江蘇省高科技產業

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共同發起設立，在江蘇南大蘇富特軟件有限責任公司基礎上，

於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整體變更設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總股本為人民幣14,038萬元，總股份為
140,380萬股，每股人民幣0.1元，其中未上市流通股份98,280萬股，佔總股本的
70.01%；已流通H股之社會公眾股股份42,100萬股，佔總股本的20.99%。

本公司註冊地址為：南京市鼓樓區清江南路19號01棟；本公司於香港的註冊辦
事處地址變更為香港中環花園道33號聖約翰大廈14字樓；法定代表人為：朱永
寧。

本公司經營範圍主要包括：計算機軟硬件、網絡通訊設備、多媒體、電子產品、

儀器儀表及信息產業相關產品的研究開發、生產、製造、銷售和維護；計算機

系統集成方面的技術服務、轉讓、培訓和諮詢，辦公自動化設備銷售，自營和

代理商品和技術的進出口，醫療材料及醫療器械產品的研發，建築安裝類與信

息系統集成服務（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經相關部門批准後方可開展經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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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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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入

收入亦即本集團的收入，指期內扣除退貨及貿易折扣後的已出售貨品發票淨

值及已提供服務價值。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 人民幣

電腦硬件及軟件產品 65,494,835 96,689,421
提供系統集成服務 25,780,574 43,059,157
其他業務 3,028,975 2,885,320

94,304,384 142,633,898

3. 財務費用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 人民幣

利息收入 (39,836) (240,214)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的銀行貸款利息 7,907,430 4,288,733
銀行手續費 30,698 167,932

7,898,292 4,216,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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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4. 所得稅

於中國應課稅溢利的稅項乃按25%計算。根據南京市科學技術委員會的批准
文件，本公司及其一間附屬公司獲指定為高新技術實體，且可享受優惠稅率 
15%。

由於本集團在本期於香港內並無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為香港利得稅

計提撥備。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 人民幣

稅項支出包括：

中國所得稅 67,529 276,743

5.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溢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人民幣12,143,960元（二
零一六年：人民幣 -12,565,758元）及期內已發行股份 1,403,800,000 股（二零一六
年：1,240,000,000 股）計算。

由於在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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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股東權益變動表

單位：人民幣元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權益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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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124,000,000 93,873,332 82,280,708 19,962,462 -100,649,435 50,802,532 270,269,599
本期增减變動金額 – -12,565,758 3,689,020 -8,876,738
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124,000,000 93,873,332 82,280,708 19,962,462 -113,215,193 54,491,552 261,392,861

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 140,380,000 121,718.414 84,239,840 19,962,462 -210,258,758 56,031,548 212,073,506
本期增减變動金額 -12,143,960 1,162,942 -10,981,018
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140,380,000 121,718,414 84,239,840 19,962,462 -222,402,718 57,194,490 201,092,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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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派付股息（二零一六年：

無）。

財務回顧

受 IT經濟大環境及有關招投標、稅務政策影響，長天智遠、計算機設備等子公
司簽單量有所下降，同時集團對母公司、系統集成公司等進行戰略調整，對毛

利率特別低且需要墊資的貿易類項目業務控制開展。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綜合營業額約人民幣94,304,384元，較去年同期下跌約
人民幣48,329,514元或約33.88%。

由於集團加強對成本的良好控制，取得一定收效，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三個月，本集團淨虧損約人民幣10,981,018元，較去年同期減虧約人民幣
895,720元或約7.54%；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人民幣12,143,960元，較去年同
期減虧約人民幣421,798元或約3.36%。

業務回顧

IT技術研究與開發

本期內，公司繼續開展蘇富特電子文件管理系統的研發工作，目前正在研發型

號為「電子文件管理系統V2.0」的產品。蘇富特雲計算管理系統的研發工作也
在繼續開展中，目前公司正在研發型號為「雲計算管理系統V2.0」的產品。公司
在本期內承接了南京市民政局大數據平台系統項目，同時，公司目前正在為建

鄴區衛生局提供280個點的桌面雲系統的解决方案，以推動蘇富特桌面雲產品
的市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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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程醫療方面，公司目前正在研發型號為「遠程手術平台包括PC端和pad版」
和「好心舒冠心病管家app分患者端和醫生端」的產品。遠程手術平台主要服
務於江蘇省危重病網絡醫療項目，以江蘇省人民醫院為中心，集合了多地冠心

病專家團隊，被投入各地基層醫院進行實時手術指導，為實現優質醫療資源共

享、減少患者醫療費用、特別是解決偏遠地區和醫學欠發達地區的心臟疾病救

治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思路。該平台目前已在陝西富平人民醫院、新疆伊犁人民

醫院、江陰市人民醫院、吳江市人民醫院、海安市人民醫院、東台縣人民醫院

和金壇市中醫醫院等二十餘家公立醫院的遠程醫療布點試點。好心舒冠心病

管家是全國首家基於冠心病慢病發展週期管理的「一站式」醫療服務平台，運

用了移動互聯網技術，為用戶提供免費的在線提問、名醫一對一咨詢、就醫指

南和熱點資訊等服務。該平台已與全國多家醫院達成合作協議，為全國冠心病

患者提供專業、高效和全面的冠心病慢病週期管理服務。本期內，公司承接了

冠心病診療軟件定制開發項目。該軟件是專業醫用遠程信息化平台，集合了區

域醫療影像信息系統、區域醫療檔案系統、遠程多方視訊會診系統和遠程多參

數生命體徵監護系統，運用了物聯網、移動互聯網和雲計算等技術，實現了醫

院間醫療檔案和高清影像資料的交互傳輸、實時遠程手術指導和區域大範圍

的生命體徵的實時監護，其應用範圍涵蓋遠程醫療的各個環節。同時，公司拓

展了江蘇省護理協會這一新客戶，承接了其居家護理平台的項目開發。

本期內，公司啓動了高新技術企業複審項目，「知識產權貫標」項目也進入了

試運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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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服務

系統集成方面，公司承接了東華能源工程有限公司數據中心和南京市建鄴區

衛生局網絡改造項目。東華能源工程有限公司數據中心項目採用軟硬件結合

的方法，實現一體化交付，標志著公司邁入新能源行業；南京市建鄴區衛生局

網絡改造項目則為公司未來持續承接衛生行業的信息化項目打下堅實的基礎。

同時，公司開拓了建鄴區信息中心這一新客戶，有助於公司未來承接建鄴區

所有政府職能部門的信息化項目。本期內，公司取得了包括系統集成3級、建
築智能化系統設計專項甲級、電子與智能化工程專業承包一級、ISO 9001和 ISO 
14001在內的資質。

智能交通方面，公司承接了包括蘇州繞城高速公路光纜增設項目、江蘇揚子大

橋股份有限公司數據中心二期建設項目和204國道連雲港新浦至灌南段改擴建
工程（市區段）路網運行監測與服務系統施工項目204WJCXT-SG標段在內的重
大項目。

在線教育方面，公司目前正分別與南京大學法學院和啟點專轉本培訓機構合

作設計名為《大學生創新創業法規》的通識課和《專轉本培訓》的在線視頻課

程，並拓展了包括常州輕工職業技術學院教務處、旅遊系、機械工程系、電子

電氣工程系和經管系以及常州紡織服裝職業技術學院教務處在內的新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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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內，公司參股的南京中高知識產權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該公司緊緊圍

繞國家知識產權運營體系建設，打通高校專利成果主動運營路徑，提升高校專

利成果轉化率，領跑中國高校知識產權運營工作，標著公司知識產權運營工作

邁向新臺階。

未來展望

展望未來，公司將抓住國家發展戰略從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型所帶來的機遇，

緊緊依托南京大學的科研實力 ,充分發揮其技術和人才優勢，鞏固和提升政府、
教育、軟件開發、能源、智能交通、金融和醫療等公司傳統强勢業務的市場地位，

同時持久創新，不斷研發和提供理念創新、技術先進、運行穩定、符合市場需

求的 IT技術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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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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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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根據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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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中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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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企業的權益 178,800,000
（附註2）

– 21.84% – 14.42%

附註 :

(1) 截止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已發行 982,800,000股內資股及421,000,000股H股，即
合共1,403,800,000股。

(2) 該178,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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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權中持有權益。當中 163,800,000 股內資股已於二零一五年四月十日
獲本公司股東批准發行，並已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完成相關驗資過程及證券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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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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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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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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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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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蔬菜副食品集團 
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263,661,016 26.83% – – 263,661,016 1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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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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蘇科能電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附註1）

實益擁有人 178,800,000 18.19% – – 178,800,000 1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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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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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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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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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

附註：

(1) 該178,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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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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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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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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條款與創業

板上市規則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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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止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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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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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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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管治

本公司一直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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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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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由四名獨立非執行董

事組成，即李大西博士、謝滿林先生、徐小琴女士和施中華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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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第一季度業績公佈

及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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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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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長 
朱永寧

中國南京，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二日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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