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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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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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營業額約為人民幣262,202,965元，
較二零一六年同期收入下跌約21.27%。

•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虧損淨額約為人民幣37,018,668元。

•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派發股息。

第三季度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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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佈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的未經審

核綜合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的未經審核營業額分別約為

人民幣78,342,685元及人民幣262,202,965元，較二零一六年同期收入減少約人民幣
15,712,356元及約人民幣70,834,890元，下跌約16.71%及約21.27%。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的未經審核虧損淨額分別約

為人民幣12,909,274元及人民幣37,018,668元，較二零一六年同期分別增加虧損淨額
約人民幣4,127,520元及約人民幣2,808,72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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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之期間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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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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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342,685 94,055,041 262,202,965 333,037,855
減：營業成本 4 65,467,642 81,253,190 225,199,859 295,706,371
稅金及附加 360,279 55,866 1,827,616 1,451,656
銷售費用 2,316,838 3,055,189 7,344,287 10,516,674
管理費用 11,329,182 14,043,216 34,518,782 36,042,288
財務費用 3 10,780,747 6,182,459 27,428,095 21,777,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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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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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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12,003 –10,534,879 –33,920,624 –32,388,578
加：營業外收入 111,005 2,647,345 181,182 2,735,465
其中：非流動資產處置利得 – – – –

減：營業外支出 5,376 130,379 62,199 178,983
其中：非流動資產處置損失 – – – –

三、 利潤總額（虧損總額以「－」填列） –11,806,374 –8,017,913 –33,801,641 –29,832,096
減：所得稅費用 5 297,594 643,187 991,355 934,345

四、淨利潤（淨虧損以「－」填列） –12,103,968 –8,661,100 –34,792,996 –30,766,441

其中：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 
淨利潤 –12,909,274 –8,781,754 –37,018,668 –34,209,944

少數股東損益 805,306 120,654 2,225,672 3,443,503
五、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6 –0.0092 –0.0063 –0.0264 –0.0244
（二）稀釋每股收益 –0.0092 –0.0063 –0.0264 –0.0244

六、其他綜合收益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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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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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03,968 –8,661,100 –34,792,996 –30,766,441
其中：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 

綜合收益總額 –12,909,274 –8,781,754 –37,018,668 –34,209,944
歸屬於少數股東的 
綜合收益總額 805,306 120,654 2,225,672 3,443,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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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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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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之社會公衆股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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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處地址變更為香港灣仔港灣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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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機軟硬件、網絡通訊設備、多媒體、電子產品、

儀器儀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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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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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入

收入亦即本集團的收入，指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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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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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36,423 81,822,013 167,880,404 245,039,372
提供系統集成服務 25,397,797 9,724,662 84,301,731 79,366,165
其他業務 2,808,465 2,508,366 10,020,830 8,632,318

總銷售 78,342,685 94,055,041 262,202,965 333,037,855

3. 融資成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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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51,941 5,785,854 27,322,760 20,245,661

銀行手續費 28,806 396,605 105,335 1,531,810

合計 10,780,747 6,182,459 27,428,095 21,777,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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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虧損）╱溢利

除稅前（虧損）╱溢利已扣除以下各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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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791 2,664,662 5,548,744 6,231,818
銷售成本 65,467,642 81,253,190 225,199,859 295,706,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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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本集團在本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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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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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594 643,187 991,355 93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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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本公司普通

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人民幣12,909,274元（二零一六年：人民幣8,781,754元）
及人民幣37,018,668元（二零一六年：人民幣34,209,944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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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內並無潜

在攤薄證券，故並無列示有關期間之每股攤薄盈利。

7. 儲備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權益
單位：人民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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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行股份 16,380,000 29,484,000 – – – – 45,864,000
本期增減變動金額 – – – – –34,209,944 3,443,503 –30,766,441

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140,380,000 123,357,332 82,280,708 19,962,462 –134,859,379 54,246,035 285,367,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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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37,018,668 2,225,672 –34,792,996

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140,380,000 121,718,414 84,239,841 19,962,462 –247,277,426  58,257,220  177,28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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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本期間派付股息（二零一六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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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交通科技有限公司業務擴展處於新老項目的銜接期，老項目陸續開工，隨著行業

投標實行新政（最低價中標）、項目運營模式變化，BT模式增加，且需要先墊資，對
公司運營資金壓力較大，開工項目日趨減少，並且由於營改增稅制改革導致的施工

行業稅率由3%升至11%，降低了收入總額的確認；江蘇南大蘇富特計算機設備有
限公司同聯想（上海）電子科技有限公司將虧損較為嚴重的四六級渠道區域的年度

簽單備貨量下調，並且江蘇省及南京市自2017年起採取電商平臺採購模式進行政
府採購，減少對供應商直接招標採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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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截至

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綜合營業額人民幣78,342,685元及人民幣
262,202,965元，分別較去年同期下跌約16.71%及21.27%。

期間，由於本集團計提中核華興（「華興」）案件利息人民幣8,218,575元及借款利息
人民幣15,101,748元增加以致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本集
團的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分別約為人民幣12,909,274元及人民幣37,018,668元，
較去年同期增加虧損淨額約47.0%及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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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中核華興案件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本公司發布訴訟和解公告，由於仍

在建設中的調解物業的竣工時間表延遲，預期僅能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或之前向華興交付調解物業連同有關房產證。與此同時，就未償還本金人民幣

182,635,000元的利息將繼續按年利率6%計算，直至本公司結欠華興的本金獲悉數
償還之日期為止。

本公司配售股份所得款項用途

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以每股人民幣0.28元的代價配發163,800,000股內資股份（「配
售股份」），所得淨款項在扣除與配售股份有關的發行開支後約為人民幣45,700,000
元。

該等所得款項的擬定及實際用途分析如下：

配售所得款項的擬定用途
所得款項

擬定的用途

所得款項
直至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為止的
實際用途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1. 用於開發新數據服務業務分部 7,620 7,620
2. 用於電子文件項目的市場銷售 11,430 8,810
3. 用於建立雲端計算的相關技術 11,430 7,030
4. 用作一般營運資金 15,220 15,220

45,700 38,680

未動用所得款項餘額以本集團銀行存款的方式存放於信譽良好的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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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創新引領科技進步，“互聯網+”與行業資源結合日益深化。作為科技創新企業，公
司持續順應大數據時代的智能化發展趨勢，在創新驅動戰略的引領下，緊緊圍繞市

場發展需求，積極探索開創在 IT技術研發與服務領域的發展模式。

本期公司加强了對文件管理及數據安全領域的市場調研和技術研發，繼續發揮公

司在智能交通領域的傳統優勢，鞏固落實與江蘇省人民醫院遠程醫療項目並探索“互
聯網+醫院 ”發展模式，持續推進在綫教育板塊與常州科教城的全面合作，依托“中
國高校知識產權交易平臺”積極推動高校科技成果向市場有效轉化。

IT技術研究與開發

本期內，公司繼續加大研究力度，推進了ERMS電子文件管理系統V2.1版本的研發
工作，拓展了包括南京信息職業技術學院檔案館、西安交通大學信息中心在內的新

客戶，並就其實際使用及更新需求提供產品功能方案。公司雲計算管理系統的研發

工作也繼續開展中，目前正在研發虛擬機本地化部署系統下的虛擬機在綫遷移技

術，旨在虛擬機從一個客戶端在綫熱遷移到另一個的客戶端。公司的雲計算產品在

建鄴區南湖社區醫院部署應用後，用戶反饋良好，公司已就下一步對建鄴區全區社

區衛生服務中心桌面雲統一採購進行溝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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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程醫療方面，蘇富特醫療公司繼續緊跟智慧醫療發展趨勢，與江蘇省人民醫院研

發的慢性病雲端監護診療一體化平項目正式啓動，同時和寶應縣人民醫院簽訂了

為期三年的遠程醫療平臺服務合同，該平臺是以江蘇省人民醫院為中心的遠程信

息化平臺，為中心醫院專家向基層醫院提供實時手術指導，從而實現優質醫療資源

共享，開啓了公司與基層醫院合作新模式。公司同時拓展了與宿遷市第一人民醫院

在遠程醫療服務方面的合作，繼續在基層醫療機構開闢更廣闊的合作空間。同時，

公司研發的專科護士在綫培訓平臺成功上綫蘋果市場，研發團隊不斷調試多種上

綫方法，為後續產品上綫蘋果市場積累了寶貴經驗。

公司本期完成了知識產權貫標績效評價材料提交，獲得一項發明專利的第二次審

查意見答覆，並申請南京市服務業名牌產品證書複評。

IT服務

智能交通方面，公司繼續發揮在智能交通領域的傳統優勢，承接了省道201綫室韋
至拉布大林段一級公路機電工程施工重大項目，順利推進上期承接的包括泰州市

區公路工程感知公路、南京市交通運輸綜合應急指揮系統等幾個重大項目的實施

進程。

在綫教育方面，智雅公司繼續深耕在綫教育市場領域，取得了9001質量管理認證證
書，拓展了常州信息職業技術學院教務處的新業務。公司目前正在研究智雅雲桌面

軟件，設計在綫視頻課程，規劃年底參與學校微課比賽的拍攝和後期製作並與常州

科教城五校相關部門合作開發共享視頻課程。公司繼續推進智雅在綫雲平臺在科

教城五校的統一建立，為開拓2018年上半年業務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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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依托國家知識產權局及各高校等權威數據源，發揮 “中高知識產權交易平臺 ”
的大數據優勢，解决高校科技成果與企業對接的難題，有效提高高校成果轉移轉化

率。本期內中高知識交易平臺建立了標引加工系統PMES1.0並正式運營；開發了知
識產權管理系統 “專利寶 ”以及知識產權理財工具 “專利書包 ”，將於11月下旬正式
上綫；旗下成立了南京中高拍賣有限公司平臺，實現技術成果拍賣、定價上架、協

議定價公示等高校成果走向市場的全通道的構建。交易平臺正積極推進與“中國技
術供需在綫”的全面合作。

未來展望

展望未來，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持續實施，公司亦將在創新創業的“雙創”有利環
境之下，根據政策導向，繼續深入調研市場需求，緊跟行業發展趨勢，緊緊依托南

京大學的技術和人才優勢，鞏固和提升公司在政府、教育、軟件開發、醫療、能源、

智能交通、金融等傳統强勢業務的市場地位。

同時，公司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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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加大力度拓展在智慧城市、互聯網醫療服務及互聯網醫院、在綫教

育及知識產權交易服務等新興領域的業務，拓展新的業務發展空間，構建新的發展

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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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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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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永寧先生 控股企業的權益 178,800,000
（附註2）

– 18.19% – 12.74%

附註：

(1) 截止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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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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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止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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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法人團體中購

買該等權利。

主要股東及其它人事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中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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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如下：

本公司普通股的好倉：

股東 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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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蘇科能電力科技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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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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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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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截止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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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除本公司董事、監事及主要行政人

員（其權益載於上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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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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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絡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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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三十日止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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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小琴女士及施中華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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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亦對截至

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第三季度業績公布及第三季度報告進行審閱並

同意該等內容。

購入、出售或贖回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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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三日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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