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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號：8045）

JIANGSU NANDASOFT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江蘇南大蘇富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期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GEM」）之特色

G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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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M 的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 
GEM 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老練投資者。

由於GEM 上市公司新興的性質所然，在G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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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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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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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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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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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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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佈所
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份；且無遺漏任何事項
足以令致本公佈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生誤導。

* 僅供識別



– 2 –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號：8045）

JIANGSU NANDASOFT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江蘇南大蘇富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概要

•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營業額約為人民幣189,419,000元，
較二零一七年同期增長約 3.0%。

•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淨額約為
人民幣19,673,000元。

•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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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
未經審核綜合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未經審核之營業額約為
人民幣96,369,000元及人民幣189,419,000元，較二零一七年同期分別增長約人民
幣6,813,000元及人民幣 5,559,000元或分別增長約為7.6%及3.0%。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未經審核本公司擁有
人應佔虧損淨額約為人民幣12,741,000元及人民幣19,673,000元，較二零一七年同
期分別增虧約為 6.5%及減虧18.4%。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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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未經審核業績，連同
二零一七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合併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期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重列） （經重列）

收入 2 96,369 89,556 189,419 183,860
銷售成本 (89,130) (78,549) (168,846) (161,200)    

毛利 7,239 11,007 20,573 22,660
其他收入 133 97 199 180
銷售及分銷開支 (2,583) (2,540) (5,125) (5,084)
行政開支 (12,700) (10,873) (22,614) (23,266)
融資成本 3 (4,284) (8,773) (10,322) (16,680)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500 – 500 195    

除所得稅前虧損 4 (11,695) (11,082) (16,789) (21,995)

所得稅開支 5 (395) (626) (625) (694)    

期內虧損 (12,090) (11,708) (17,414) (22,689)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境外經營業務財務報表 
產生的匯兌差額 1,740 – 344 –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10,350) (11,708) (17,070) (22,689)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12,741) (11,965) (19,673) (24,109)
－非控股權益 651 257 2,259 1,420    

期內虧損 (12,090) (11,708) (17,414) (22,689)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全面虧損 
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1,001) (11,965) (19,329) (24,109)
－非控股權益 651 257 2,259 1,420    

(10,350) (11,708) (17,070) (22,689)
    

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人民幣分） 6 (0.85) (0.85) (1.32)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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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及負債
其他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79,176 81,782
預付土地租金 4,477 4,533
無形資產 440 426
投資物業 553,840 553,840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79,473 77,689
商譽 23,408 23,408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10,782 10,782
遞延稅項資產 2,968 2,968  

非流動資產總額 754,564 755,428
  

流動資產
存貨 59,262 59,282
貿易應收賬款 7 104,418 72,90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99,837 194,119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 
損益的金融資產 14,700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9,704 75,151  

流動資產總額 437,921 401,453
  

總資產 1,192,485 1,156,881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帳款 8 194,155 187,444
應付關聯方款項 719 749
預收客戶款項 134,422 111,707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494,351 370,907
應付股息 6,004 6,004
銀行及其他借款 12,975 45,619
融資租賃承擔 326 326
應付稅款 15,237 17,131  

流動負債總額 858,189 739,887
  

淨流動負債 (420,268) (338,43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34,296 416,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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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銀行及其他借款 119,359 184,987
遞延稅項負債 63,054 63,054  

非流動負債總額 182,413 248,041
  

總負債 1,040,602 987,928
  

淨資產 151,883 168,953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48,800 148,800
儲備 (49,844) (30,51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98,956 118,285
非控股權益 52,927 50,668  

總權益 151,883 168,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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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現金流量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期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264,043) (4,764)

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16,823) 7,293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265,419  （16,24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減少額 (15,447) (13,717)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75,151 49,652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59,704 35,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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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股東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期間

歸屬於本公司擁有人之權益

非控股

權益 總權益股本

資本

儲備

重估

儲備

盈餘

儲備

換算

儲備

累計

虧損 合計

人民幣
千元

人民幣
千元

人民幣
千元

人民幣
千元

人民幣
千元

人民幣
千元

人民幣
千元

人民幣
千元

人民幣
千元

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 140,380 121,718 81,862 19,962 2,378 (210,258) 156,042 56,032 212,074

本期全面虧損總額 – – – – – (24,109) (24,109) 1,420 (22,689)         

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140,380 121,718 81,862 19,962 2,378 (234,367) 131,933 57,452 189,385
         

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148,800 129,469 81,862 20,020 2,285 (264,151) 118,285 50,668 168,953
本期全面虧損總額 – – – – 344 (19,673) (19,329) 2,259 (17,070)
轉撥至盈餘儲備 – – – 1,030 – (1,030) – – –         

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148,800 129,469 81,862 21,050 2,629 (284,854) 98,956 52,927 151,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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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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一九九九年九月十八日在中華人
民共和國（中國）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自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四日以來，本公司股份已
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GEM)上市。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營業地點及註冊辦事處位於中國南京市鼓樓區清
江南路19號南大蘇富特科技創新園。本公司於香港的註冊辦事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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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收益

收益（亦指本集團的營業額）指 (a)所售貨物之發票淨額，扣減增值稅與退貨及貿易折扣準
備；(b)所提供服務之價值，扣除增值稅；及 (c)期內投資物業已收及應收之租金收入總額
及物業管理服務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計算機硬件及軟件產品 40,986 65,224 72,768 117,744

系統集成服務 51,701 20,149 109,262 58,904

租金及物業管理服務 3,593 4,183 7,284 7,187

其他業務 89 – 105 25    

合計 96,369 89,556 189,419 183,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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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及其他借款利息 4,284 8,773 9,902 16,628

融資租賃利息 – – 420 52    

合計 4,284 8,773 10,322 16,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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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所得稅前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折舊：
－物業、廠房及設備 1,873 1,702 3,615 3,621

    

5. 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須就本集團成員公司所處及經營所在司法權區產生或賺取的溢利，按實體基準繳
納所得稅。由於本集團並無產生或賺取任何香港應課稅溢利，故並未就該兩個期間作出
任何香港利得稅撥備。於中國營運的附屬公司的企業所得稅乃根據年內估計應課稅溢利
按15%或25%（二零一七年：15%或25%）的稅率計算。

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取得中國高新技術企業證書，有效期
為三年。符合高新技術企業資格的實體可自取得高新技術證書當年起可享受中國企業所
得稅優惠待遇。因此該附屬公司須自二零一六年起計三年繼續享受15%之中國企業所得
稅待遇。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本公司再次取得中國高新技術企業證書，有效期為三年。
符合高新技術企業資格的本公司實體可自取得高新技術證書當年起享受中國企業所得
稅優惠待遇。因此，本公司須自二零一七年起計三年繼續享受15%之中國企業所得稅待
遇。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稅項支出包括：
中國所得稅 395 626 625 694

    

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乃基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虧損人民幣12,741,000元及人民幣19,673,000元（二零一七年：人民幣11,965,000元及人民幣
24,109,000元）以及期內1,488,000,000股（二零一七年：1,403,800,000股）已發行股份計算。

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並未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原因為相關期間並無存在任何潛在攤薄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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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貿易應收賬款

未經審核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收賬款 214,369 182,852

減：貿易應收款減值虧損撥備 (109,951) (109,951)  

淨額 104,418 72,901
  

本集團並無就貿易應收賬款持有任何抵押品作為擔保或持有其他信用增強。對經常性客
戶銷售貨品的信貸期為自發票日期起30至90日，於報告日期，按發票日期及減去減值虧
損撥備後的貿易應收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項目

未經審核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3個月以內 50,179 20,489

3–6個月 40,899 39,073

7–12個月 7,384 1,046

1年以上 5,956 3,293  

淨額 104,418 72,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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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執行其他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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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項貿易應收賬款的回收情況，以確保就無法回收的款項計提充分的壞賬準備。已逾期
但未減值貿易應收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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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提減值撥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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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應收賬款為免息。

8. 貿易應付帳款

於報告日期，本集團按發票日期計算的貿易應付帳款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項目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3個月內 27,474 28,263

3個月以上 166,681 159,181  

194,155 187,444
  



– 11 –

9. 分部報告

根據本集團的內部組織結構、管理要求及內部報告制度。本集團按經營業務劃分為三個
報告分部：

(a) 計算機硬件及軟件產品；

(b) 系統集成服務；

(c) 投資物業。

未匯報經營分部包括於「其他」匯總業務。本集團的管理層定期評價這些報告的分部業
績，以決定向其分配資源及評價其業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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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業績指各分部賺取的毛利。

本集團按可報告分部劃分的收益及業績分析如下：

計算機硬件及軟件產品 系統集成服務 物業投資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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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來自外部客戶收入 72,768 117,744 109,262 58,904 7,284 7,187 105 25 189,419 183,860
          

可報告分部溢利 4,512 3,826 11,648 13,638 4,336 5,180 77 16 20,573 22,660

政府補助 44 55

利息收入 135 110

其他收入 20 15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500 195

融資成本 (10,322) (16,680)

未分配企業開支 (27,739) (28,350)  

除所得稅前虧損 (16,789) (2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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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本期間派付中期股息（二零一七年：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期內，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之部分在建項目於期內進入結算階段，故於期內確
認收入人民幣33,823,000元。同時集團進行戰略轉變，不再開展毛利率偏低的業
務項目，故此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錄得營業額
人民幣96,369,000元及人民幣189,419,000元，分別較去年同期增長約7.6%及3.0%。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公司行政開支增加，原因為本公司須
就南京鵬大科技發展有限公司（「鵬大」）為解除查封令而向中國核工業華興建
設有限公司（「華興」）轉讓調解物業支付款項，故本集團擁有人應佔虧損為人民
幣12,741,000元，較去年同期增加人民幣 776,000元或約6.5%。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因融資成本減少人民幣6,358,000元，故
本集團擁有人應佔虧損為人民幣19,673,000元，較去年同期減少人民幣4,436,000

元或約18.4%。

財務資源與流動資金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約為人民幣98,956,000

元。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流動資產約為人民幣 437,921,000元，其中現金及現
金等價物約為人民幣 59,704,000元；本集團流動負債約為人民幣 858,189,000元，
主要為貿易應付帳款、預收客戶賬款、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等項目。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每股資產淨值為人民幣0.067元。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產負債率為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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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投資、收購及出售事項

於本期內，本集團並無重大投資、收購及出售事項。

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集團資產抵押（二零一七年：人民幣
27,600,000元）。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沒有已訂約但未撥備資本承擔。

外幣風險

於截至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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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薪酬成本總額約為人民幣15,001,000元（二
零一七年：人民幣14,315,000元），而本集團聘用317名員工（二零一七年：3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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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務回顧

上半年，我國經濟穩中向好，科技創新是經濟發展的主要驅動力，高新技術產
業發展增速顯著。公司始終順應經濟發展形勢，搶抓「互聯網+」市場發展機遇，
結合大數據技術，繼續開拓互連網領域的創新業務，穩步推動公司互聯網平台
型企業的建設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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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內，公司積極籌劃並有序推進本年度增發計劃。公司本次計劃增發股份共
計45億股，其中40億股為內資股，採取定向增發方式；5億股為H股，採取配售
方式。本次增發價格為2018年4月 11日之收盤價港幣0.184元╱股（換算當日匯率
約為人民幣0.147元╱股），擬募集資金合計約 8.27億港幣，募集資金主要用於償
還公司債務及蘇富特三期園區建設。本次內資股增發事項將分為二期進行，其
中第一期將向內資股認購方發行共計 18億股股份，第二期為剩餘之 22億股內
資股將待5億股H股配售完成後繼續發行，具體事項已分別於2018年4月11日及
2018年6月20日公告刊登。公司目前已收到增發認購方第一期定金，增發事項
通函亦已提交至聯交所審批。

本期內，公司積極拓展現有智慧醫療、高校知識產權交易平台、智慧教育和智
慧交通板塊的相關業務，並加強與各業務板塊戰略合作方深入溝通，探索更多
潛在合作機會以為公司未來發展創造新的增長點。

智能交通

本期內，交通智能板塊業務繼續保持穩步開展的發展勢頭。公司承接了貴州省
公路開發有限責任公司「收費公路通行費增值稅發票開具工作（第一階段）聯網
收費系統硬件升級設備採購及安裝」工程，同時承接了江蘇揚子大橋股份有限
公司「錫張高速公路監控系統高清化改造施工」工程，並拓展了江蘇省交通工
程建設局新業務，承接了其在泰州至鎮江高速公路（鎮江新區至丹陽）收費、通
信、監控系統機電工程ZD-92標段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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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教育

本期內，公司繼續與常州工程職業技術學院的開展合作，為其打造在線精品課
項目，開闢了常州科教城園區高職院校通識課市場。同時，公司積極研發實訓
基地教育雲平台及網絡實訓課程，並以此為切入點，著力打造一批適合園區高
校的應用型網絡課程，借助智雅在線雲平台和科技城實訓基地雲平台向園區
外高職院校推廣應用。同時，公司與常州市政府建立了初步的戰略合作意向，
擬前期共同組建數字化學習協同創作中心，後期建立科教城科技成果交易平
台。

智慧醫療

本期內，公司繼續加大在遠程醫療信息化服務的拓展力度，延伸業務服務範圍
和受益地區，積極推廣「江蘇省全民智慧醫療危重疾病遠程應急診療救治信息
系統」（「遠程應急診療救治信息系統」）的應用，並在鹽城市新建遠程造影手術
點服務平台，完成了冠心病患者造影影像、患者心電監護數據、醫生交流視頻
圖文等進行統一存儲、統一管理和交互功能。公司本期拓展了泗洪縣中心醫院
及宿遷市鐘吾醫院新業務，保障其順利接入整個遠程應急診療救治信息系統。

中國高校知識產權交易平台

本期，中高知識產權交易平台在產品運營、產品研發及分中心建設方面都取得
了積極進展。截至上半年，本平台已累計完成文章發送300篇，全渠道累計閱讀
量60萬，累計完成流量轉化1,000以上，累計完成高校登記28所。產品研發方面，
本期實現「專利寶」、「專利書包」的新web版及「專利書包」App版研發上線。分中
心建設方面，本期已完成天津、常熟、寶雞分中心的建設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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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

展望未來，科技創新的步伐繼續向前邁進，助力國家經濟有力回升。公司亦將
繼續依託南京大學海內外的人才優勢和科研力量，以建設智慧平台型企業為
長遠目標，緊緊把握當下有利發展形勢，以市場為導向發展業務，堅持股東、
客戶與合作夥伴的價值為上。

在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的前提下，公司將繼續發揮品牌優勢，做大做強公司主要
智慧板塊業務，加大創新合作力度，不斷構建新的業務發展模式，樹立「互聯網
+」行業創新企業標杆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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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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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M證券上市規則（「G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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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800,000

（附註 2）
– 36.51% – 24.11%

附註：

(1)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已發行 982,800,000股內資股及 505,200,000股H股，
即合共1,488,000,000股。

(2) 該358,8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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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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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公司自然人股東梁蓓女士及謝立先生分別將持有本公司的5,354,921內資股及6,628,814

內資股合共 11,983,735內資股股份均轉讓給江蘇金濤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於 2018年5月
份分別簽署協議，並擬於近期辦理股份轉讓登記手續。朱永寧先生持有 90%江蘇金濤
投資控股有限公司的股份。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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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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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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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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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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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蘇科能科技電力 

股份有限公司 

（附註2）

實益擁有人 358,800,000 36.51% – – 358,800,000 2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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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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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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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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3%

東華石油（長江） 
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 – 84,200,000 16.67% 84,200,000 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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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6%

安徽九西實業投資 

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83,661,016 8.51% – – 83,661,106 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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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

附註：

(1)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已發行982,800,000股內資股及505,200,000股H股，即合
共1,488,000,000股。

(2) 該358,8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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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證券及期貨條列第XV部，朱永寧先生被視為江
蘇科能電力的上述權益中持有權益。

(3) 本公司自然人股東梁蓓女士及謝立先生分別將持有本公司的 5,354,921內資股及 6,628,814

內資股合共 11,983,735內資股股份均轉讓給江蘇金濤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於 2018年5月份
分別簽署協議，並擬於近期辦理股份轉讓登記手續。朱永寧先生持有90%江蘇金濤投資
控股有限公司的股份。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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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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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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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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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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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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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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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
事組成，即謝滿林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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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亦已
對截至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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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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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入、出售或贖回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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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南京，二零一八年八月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

執行董事： 朱永寧先生及吳清安先生
非執行董事： 印壽榮先生、徐志斌先生及沙敏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謝滿林先生、徐小琴女士及施中華先生

本公佈由刊登之日起一連七日刊載在GEM網站 (www.hkgem.com)之最新公司公
告一欄及本公司網站 (www.nandasoft.com)內。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