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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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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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無遺漏任何事項足以令致

本報告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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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營業額為人民幣183,860,280元，較二零
一六年同期下降約23.07%。

•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虧損為人民幣24,109,394元。

•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

中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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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未經
審核綜合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未經審核之營業額為人民幣
89,555,896元及人民幣183,860,280元，較二零一六年同期分別減少人民幣6,793,020
元及人民幣55,122,535元或分別下降約為7.05%及23.07%。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未經審核虧損為人民幣
11,965,434元及人民幣24,109,394元，較二零一六年同期分別減虧約為6.97%及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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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利潤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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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項目 附註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一、 營業總收入 2 89,555,896 96,348,916 183,860,280 238,982,815
其中：營業成本 78,010,060 77,944,094 159,732,217 214,453,181

稅金及附加 539,037 854,317 1,467,337 1,395,791
銷售費用 2,485,690 3,604,686 5,027,449 7,461,485
管理費用 10,827,419 13,019,851 23,189,600 21,999,072
財務費用 3 8,749,056 11,378,561 16,647,348 15,595,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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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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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項目 附註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二、 營業利潤（虧損以「–」 
填列） –11,055,366 –10,452,593 –22,008,621 –21,853,699
加：營業外收入 27,591 86,619 70,177 88,119

其中： 非流動資產處置
利得

減：營業外支出 54,003 –151,787 56,823 48,603
其中： 非流動資產處置

損失

三、 利潤總額（虧損總額以「–」 
填列） –11,081,778 –10,214,187 –21,995,267 –21,814,183
減：所得稅費用 5 626,232 14,415 693,761 291,158

四、 淨利潤（淨虧損以「–」 
填列） –11,708,010 –10,228,602 –22,689,028 –22,105,341
其中：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 

淨利潤 –11,965,434 –12,862,430 –24,109,394 –25,428,189
少數股東損益 257,424 2,633,828 1,420,366 3,322,848

五、 每股收益 6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085 –0.0092 –0.0172 –0.0181
（二）稀釋每股收益 –0.0085 –0.0092 –0.0172 –0.0181

六、 其他綜合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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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項目 附註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七、 綜合收益總額 –11,708,010 –10,228,602 –22,689,028 –22,105,341
其中：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 

綜合收益總額 –11,965,434 –12,862,430 –24,109,394 –25,428,189
歸屬於少數股東的 
綜合收益總額 257,424 2,633,828 1,420,366 3,322,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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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流動資產：
貨幣資金 35,934,709 49,652,041
交易性金融資產 10,000,000 10,000,000
貿易應收款 7 189,190,860 180,068,219
預付款項 62,122,028 4,736,069
其他應收款 109,252,717 93,462,937
存貨 96,228,635 80,773,744
其他流動資產 375,107 388,079

流動資產合計 503,104,056 419,081,089

非流動資產：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8,219,110 8,219,110
長期股權投資 74,227,353 81,480,567
投資性房地產 537,898,537 537,898,537
固定資產 79,705,924 83,160,428
在建工程 796,198 –
無形資產 5,707,641 5,717,075
商譽 23,408,369 23,408,369
長期待攤費用 730,806 790,760
遞延所得稅資產 2,967,770 2,967,770
其他非流動資產 10,550,261 10,550,261

非流動資產合計 744,211,969 754,192,877

資產總計 1,247,316,025 1,173,273,96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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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118,549,583 132,109,583

應付票據 1,401,804 1,090,000

貿易應付款 8 274,759,136 216,083,687

預收賬款 44,507,508 35,261,568

應付職工薪酬 3,192,159 3,175,569

應交稅費 14,575,113 16,612,745

應付利息 32,855,804 19,837,615

應付股利 6,003,968 6,003,968

其他應付款 349,591,144 299,179,231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 12,000,000 12,000,000

其他流動負債 11,735,499 11,735,499

流動負債合計 869,171,718 753,089,465

非流動負債：

長期借款 15,600,000 21,600,000

長期應付款 114,091,233 127,442,399

遞延所得稅負債 59,068,595 59,068,595

非流動負債合計 188,759,828 208,110,994

負債合計 1,057,931,546 961,200,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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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股東權益：

股本 140,380,000 140,380,000

資本公積 205,958,255 205,958,255

盈餘公積 19,962,462 19,962,462

未分配利潤 –234,368,152 –210,258,758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權益小計 131,932,565 156,041,959

少數股東權益 57,451,914 56,031,548

股東權益合計 189,384,479 212,073,507

負債和股東權益總計 1,247,316,025 1,173,273,96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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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明合併現金流量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項目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4,764,507 –103,387,477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7,293,278 6,429,044

融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16,246,103 41,901,72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減少額 –13,717,332 –55,056,705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49,652,041 90,723,556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35,934,709 35,666,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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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股東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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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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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增減變動金額 16,380,000 29,484,000 – – –25,428,189 3,322,848 23,758,659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140,380,000 123,357,332 82,280,708 19,962,462 –126,077,624 54,125,380 294,028,258

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 140,380,000 121,718,414 84,239,841 19,962,462 –210,258,758 56,031,548 212,073,507
本期增減變動金額 – – – – –24,109,394 1,420,366 –22,689,028

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140,380,000 121,718,414 84,239,841 19,962,462 –234,368,152 57,451,914 189,384,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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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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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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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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經營範圍主要包括：計算器軟硬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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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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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機硬件及軟件產品、信息科技相關產品及設備貿
易業務、提供信息科技培訓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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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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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業額

營業額亦即本集團的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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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項目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計算機硬件及軟件產品 65,223,560 66,527,938 117,743,981 163,217,359
提供系統集成服務 20,148,946 26,582,347 58,903,934 69,641,504
其他業務 4,183,390 3,238,631 7,212,365 6,123,952

合計 89,555,896 96,348,916 183,860,280 238,982,815

3.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項目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的 
銀行貸款利息 8,703,591 10,171,074 16,570,819 14,459,807

銀行手續費 45,465 1,207,487 76,529 1,135,205

合計 8,749,056 11,378,561 16,647,348 15,595,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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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折舊及攤銷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項目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折舊及攤銷：
–物業、廠房及設備 1,701,689 1,814,371 3,620,953 3,567,156
– 無形資產（計入研究 
與開發成本） – – – –

5. 所得稅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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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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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本集團在本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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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項目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稅項支出包括：
中國所得稅 626,232 14,415 693,761 29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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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乃按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股東應佔虧
損人民幣11,965,434元及人民幣24,109,394元（二零一六年：人民幣 –12,862,430
元及人民幣 –25,428,189元）和期內已發行股份1,403,800,000股（二零一六年：
1,403,800,000股）計算。

由於在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內並無潛
在攤薄證券，故並無列示有關期間之每股攤薄盈利。

7. 應收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項目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應收賬款 268,319,034 259,196,393
減：壞賬準備 –79,128,174 –79,128,174

淨額 189,190,860 180,068,219

為降低信用風險，本集團成立專門部門確定信用額度、進行信用審批，並執行
其它監控程序以確保採取必要的措施回收過期債權。此外，本集團於每個資產
負債表日審核每一單項應收款的回收情況，以確保就無法回收的款項計提充分
的壞賬準備。已逾期但未減值應收款與眾多與集團有良好記錄的獨立客戶有關。
根據過往經驗，本公司董事認為無需就該等結餘做出減值準備，因為信貸質素
並無大變化，且該等結餘仍被視為能全數收回。因此，本集團管理層認為本集
團所承擔的信用風險已經大為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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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款項為免息。應收款項按發票日期及減去壞賬準備後的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項目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3個月以內（含3個月） 53,771,946 72,980,146
3-6個月（含6個月） 11,089,785 5,288,332
7-12個月（含12個月） 45,236,795 21,110,149
1年以上 79,092,334 80,689,592

淨額 189,190,860 180,068,219

8. 應付賬款

應付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項目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一年以內 169,909,898 112,128,537
一年以上 104,849,238 103,955,150

合計 274,759,136 216,083,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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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分類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按其產品及服務分為不同業務單位，三個可呈報經營分類
如下：

(a) 計算機硬件及軟件產品分類；

(b) 系統集成服務分類；

(c) 其他業務。

本集團主要在中國營運。本集團逾90%的收入源自在中國銷售產品及提供 IT服
務，而本集團逾90%的資產位於中國。因此，並無按地區分類就可呈報分類作
進一步披露。

銷售計算機硬件及軟件產品 提供系統集成服務 其他業務 合計
項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分類營業收入 117,743,981 163,217,359 58,903,934 69,641,504 7,212,365 6,123,952 183,860,280 238,982,815

分類毛利 2,106,007 13,165,344 16,810,079 6,393,916 5,211,977 4,970,374 24,128,063 24,529,634

稅金及附加 1,467,337 1,395,791
期間費用 44,864,397 45,055,569
營業外收支 13,354 39,516
投資收益 195,050 68,027

稅前利潤 –21,995,267 –21,814,183
所得稅費用 693,761 291,158

淨利潤 –22,689,028 –22,105,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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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本期間派付中期股息（二零一六年：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期間，主要由於受 IT經濟大環境及有關招投標、稅務政策影響，所屬子公司長天智
遠公司開工項目減少、計算機設備公司簽單量下降，同時集團對母公司、系統集成
公司業務進行戰略調整，對毛利率特別低且需要墊資的貿易類項目的業務控制開
展，使得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綜合營業額人民幣
89,555,896元及人民幣183,860,280元，分別較去年同期下降7.05%及23.07%。

由於集團加強對成本的控制，取得一定成效。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
月及六個月，本集團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分別為人民幣11,965,434元及人民幣
24,109,394元，較去年同期減虧人民幣896,996元或約6.97%及減虧人民幣1,318,795元
或約5.19%。

財務資源與流動資金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股東資金為人民幣131,932,565元。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流動資產為人民幣503,104,056元，其中現金及銀行存款
為人民幣35,934,709元；本集團流動負債為人民幣869,171,718元，主要為短期借款、
貿易應付款、預收賬款、應付職工薪酬、應付利息、應付股利以及其他應付款等項目。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每股資產淨值為人民幣0.094元。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產負債率為8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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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於二零一七年二月，本集團將其持有的山東藍海恆創科技開發有限公司20%的股
權轉讓予獨立第三方煙台市紐華網絡科技有限公司。

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位於南京市鼓樓區江東軟件城的土地使用權已抵押為
授予本集團銀行借款人民幣27,600,000元（二零一六年：人民幣39,200,000元）。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沒有已訂約但未撥備資本承擔。

外幣風險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由於本集團之銷售及採購超過90%
均主要以人民幣為單位，故此董事會認為本集團之潛在外匯風險有限。

員工資料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薪酬成本總額為人民幣14,315,369元（二零
一六年：人民幣11,557,833元），而本集團聘用323名員工（二零一六年：322名員工）。
薪酬是參考市場價格及個別員工的表現、資歷及經驗所釐定。本集團將按員工個別
表現發放不定額獎金，以確認彼等的貢獻並加以獎勵。其他褔利包括供款退休計劃、
醫療計劃、失業保險及房屋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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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發展回顧

IT技術研究與開發

本期內，公司繼續開展ERMS電子文件管理系統的研發工作，目前正在研發型號為
V2.0的產品。公司在本期內拓展了包括南京工業大學檔案館和南京師範大學檔案館
在內的新客戶，打開了電子文件產品銷售的新突破口。蘇富特雲計算管理系統的研
發工作也在繼續開展中，目前公司正在研發虛擬機本地化部署技術。公司的雲計算
產品目前已在建鄴區南湖社區醫院得到部署應用，為後續開拓醫療市場打下了基礎。

遠程醫療方面，公司深入調研綜合中心醫院和社區醫院的需求，按照國家分級診療
要求，通過整合接入優質的硬件設備開發了「慢病管理系統」，為慢病患者提供專業、
高效和全面的移動就醫服務。同時，公司繼續與江蘇省護理協會保持良好的合作關
係，在現有的全省專科護士知識和技能培訓體系下，為其開發了「專科護師提昇平台」
來開展線上培訓。該平台是全國首家針對護師打造的一款在線培訓產品，通過互聯
網平台將基礎課程、案例等內容方便、快捷地提供給更多的專科護士，並為他們制
定繼續教育計劃與課程，幫助規劃他們的職業生涯。該產品目前已在全省護理隊伍
中得到推廣使用，進一步拓展了公司在醫療軟件開發領域的市場，與公司現有的遠
程會診系統、慢病管理、冠心病輕問診形成有效關聯，樹立了公司在醫療軟件開發
方面的專業形象。

本期內，公司完成了高新技術企業複審項目和「知識產權貫標」項目的試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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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服務

系統集成方面，公司繼續推進南京市建鄴區衛生局網絡改造項目，並拓展了包括南
通市交通局和鹽城市交通局在內的新客戶，拓展了政府、交通等行業的業務。

智能交通方面，公司承接了包括泰州市市區公路工程感知公路項目YQLYLJX-GZGL
標段施工項目、泰州市市區公路工程感知公路項目TZGHTLJX-GZGL標段施工項目、
南京市交通運輸綜合應急指揮系統項目（NJ-JT-YJXT標段）、京港澳高速公路駐馬店
北互通式立交工程BHTJD-1標段項目在內的重大項目。

在線教育方面，公司目前正在設計兩門通識課（《軍事理論》和《創新創業法律知
識講座》）和四門專轉本的線上視頻課程，並承接了常州輕工職業技術學院旅遊系
視頻課程製作項目。公司在本期內拓展了包括常州紡織職業技術學院、常州機電職
業技術學院、常州信息職業技術學院在內的新客戶，為實現常州科教城五所高職院
校統一使用智雅在線雲平台打下了基礎。

未來展望

國家發展戰略從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型。展望未來，公司將根據政策導向，深入
調研市場需求，緊跟技術發展趨勢，緊緊依托南京大學的技術和人才優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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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勢業務的市
場地位。同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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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新客戶，提高市場佔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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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證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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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股份及債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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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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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企業的權益 178,800,000
（附註2）

– 18.19% – 12.74%

附註：

(1) 截止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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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科能電力的上述權益中持有權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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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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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股份或債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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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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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認購股份或債券的權利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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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獲得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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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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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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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蘇科能科技電力股份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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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蘇省共創教育發展 
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84,159,944 8.56% – – 84,159,94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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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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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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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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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股份及債券中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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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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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三十日止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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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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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素質及有效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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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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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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佈及中期報告進行審閱並同意該
等內容。

購入、出售或贖回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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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南京，二零一七年八月十一日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