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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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三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NANJING SAMPLE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708）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該期間」），本集團的營業額約為人民幣494,434,000元，較
去年同期升約 8.2%。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人民幣 111,532,000元，較
去年同期增幅約 24.6%。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每股基本盈利約為人民幣 0.50元（二零零九年：人民
幣 0.44元）。

建議就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付每股人民幣 0.1元的末期股息。

全年業績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業績，連同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比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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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3 494,434 456,865

銷售成本  (330,435) (350,537)
   

毛利  163,999 106,328

其他收入 3 18,722 26,421

其他收益及虧損 4 (47) 27,396

分銷成本  (10,335) (11,069)

行政開支  (34,607) (41,869)

分佔共同控制實體之業績  985 –

財務成本 6 (10,990) (9,751)
   

除所得稅前溢利 7 127,727 97,456

所得稅開支 8 (16,195) (7,969)
   

年內溢利  111,532 89,487
   

年內其他全面收入，扣除稅項：
換算境外業務財務報表產生的匯兌差額  – (8)
   

年內全面收入總額  111,532 89,479
   

下列人士應佔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111,532 89,539

 非控股權益  – (52)
   

  111,532 89,487
   

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11,532 89,531

 非控股權益  – (52)
  

  111,532 89,479
  

每股盈利
 －基本（人民幣元） 10 0.50 0.44
  

 －攤薄（人民幣元）  0.50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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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7,331 48,050

 預付租賃付款  6,267 6,417

 無形資產  9,732 11,678

 遞延稅項資產  2,901 1,949

 投資一間聯營公司之按金  5,000 –

 於一間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投資一間共同控制實體之按金  75,985 75,000
   

非流動資產總值  147,216 143,094
   

流動資產
 存貨  2,493 1,947

 應收貿易賬款 11 147,920 143,132

 應收票據  1,314 –

 其他應收賬款及預付款項  157,982 217,295

 預付租賃付款  150 150

 合約工程客戶之欠款  225,509 223,930

 短期債券投資 12 100,000 –

 可收回稅項  30 1,529

 已抵押銀行存款  15,216 19,059

 銀行結餘及現金  310,159 190,411

流動資產總值  960,773 797,453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及其他賬款和已收預付款 13 216,572 231,919

 短期銀行貸款  215,000 127,000

 應付稅項  16,300 9,957

流動負債總值  447,872 368,876
   

流動資產淨值  512,901 428,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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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60,117 571,671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265 1,941
   

資產淨值  658,852 569,730
   

權益
 股本  224,100 224,100

 儲備  434,752 345,630
   

權益總額  658,852 569,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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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法定 外幣   非控股
 股本 股份溢價 公積金 換算儲備 保留溢利 總計 權益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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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193,500 20,391 35,221 (423) 125,084 373,773 1,696 375,469

年內溢利 – – – – 89,539 89,539 (52) 89,487

其他全面收入 – – – (8) – (8) – (8)
        

年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8) 89,539 89,531 (52) 89,479

股份發行 30,600 75,826 – – – 106,426 – 106,426

收購附屬公司之額外權益 – – – – – – (1,644) (1,644)

溢利分配 – – 14,452 – (14,452) – – –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24,100 96,217 49,673 (431) 200,171 569,730 – 569,730

年內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 – – – – 111,532 111,532 – 111,532

核准去年之股息（附註 9） – – – – (22,410) (22,410) – (22,410)

溢利分配 – – 11,370 – (11,370) – – –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24,100 96,217 61,043 (431) 277,923 658,852 – 658,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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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南京三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成立，並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獲
批准重組為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主要從事提供視頻安防系統解決方案、銷售安防系統軟件及銷售相關電腦產
品。本公司註冊地址及主要營業地點分別為中國江蘇省南京市棲霞區高新技術開發區軟件創業中心 1號樓 103室
及中國江蘇省南京市棲霞區馬群科技園黃莊路 1號。

本公司的股份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九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上市。

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本公司之H股成功由創業板轉至聯交所主板上市（「主板」），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
司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公告。本公司之H股於創業板買賣的最後一個交易日為二零一零年十一月
三十日。

2.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a) 採納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已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之修訂 合資格對沖項目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之修訂 以股份支付之支出－集團以現金結算以股份支付之交易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向擁有者分派非現金資產
　－詮釋第 17號
香港詮釋第 5號 財務報表的呈列－借款人對包含按要求償還條款的定期貸款
  的分類

除下文所述者外，採納此等新頒佈╱經修訂之準則及詮釋對本集團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i)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經修訂）－業務合併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經修訂）－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經修訂會計政策預期對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財政期間內生效之業務合併有效。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3號之變動包括非控股權益之估值、交易成本之會計處理方法、或然代價及分多個階段達成
之業務合併之初步確認及其後計量。該等變動將影響商譽金額、發生收購期間之業績及未來業績。由
於年內並無進行業務合併交易，故採納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並無對財務報表構成任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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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要求將附屬公司之擁有權權益變動（並無失去控制權）被視為與作為擁有人
身份之擁有人交易，因此，有關交易於權益確認。於失去控制權時，及實體之任何餘下權益於公平值
重新計量時，收益或虧損於損益確認。採納經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對本年度並無影響。

(ii) 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修訂本）－租賃

作為於二零零九年所頒布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之一部份，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對租賃土地之分類
已作出修訂。於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之前，本集團須將租賃土地分類為經營租賃，並於財務狀况
表列作預付租賃款項。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之修訂本已删除此規定，並要求租賃土地須根據香港會計
準則第 17號所載之一般原則劃分，即租賃資產之擁有權所附之絕大部份風險及回報是否已轉移予承租
人。本集團之結論為，將有關租賃分類為經營租賃繼續屬合適，故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對綜合財
務報表並無影響。

(iii) 香港詮釋第 5號－財務報表的呈列－借款人對包含須按要求還款條款的定期貸款的分類

此項詮釋是對現行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財務報表之呈列的澄清。此項詮釋訂明由香港會計師公司
得出的結論，若任何定期貸款中的條款賦予貸款人可隨時要求還款之無條件權利，則不論貸款人無故
援引有關條款的機會如何，亦須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第 69(d )段將有關貸款分類為流動負債。採納
本註釋對綜合財務報表並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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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已公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下列已頒佈之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或與本集團的財務報表相關，惟仍未生效而本集團亦無提早
採納：

  生效日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頒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零年）之改進 (i) 及 (ii)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譯委員會） 以股本工具抵銷財務負債 (i)

　－詮譯第 19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 24號（經修訂） 有關連人士披露 (ii)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修訂本 披露－財務資產轉移 (iii)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 金融工具 (iv)

生效日期：

(i)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
(ii)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
(iii)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
(iv)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

香港會計準則第 24號（經修訂）釐清及簡化關連人士之定義，亦訂明倘若政府相關實體與同一政府或受同一
政府所控制、共同控制或發揮重大影響力之實體進行交易，可獲部分豁免關連人士披露。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財務資產乃視乎實體管理財務資產之業務模式及財務資產之合約現金流性
質分類為按公平值或攤銷成本計量之財務資產。公平值收益或虧損將於損益確認，惟非買賣股權投資則除
外，實體可選擇於其他全面收入確認損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繼承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財務負債確
認及計量規定，惟於損益按指定公平值計量之財務負債除外，其因負債信貸風險變動而產生之公平值變動
款額乃於其他全面收入確認，除非會引致或擴大會計錯配之情況除外。此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保留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有關剔除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之確認

本集團現正評估該等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潛在影響，董事迄今得出之結論認為，應用該等新
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之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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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及其他收入

本集團年內的營業額及其他收入分析如下：

營業額

營業額為本集團之安防系統業務的已收及應收收入淨額。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提供視頻安防系統解決方案 463,833 393,954

銷售安防系統軟件 33,969 14,858

銷售材料及零部件 5,270 53,976
  

 503,072 462,788

減：營業稅及其他相關稅項 (8,638) (5,923)
  

營業額 494,434 456,865
  

其他收入
退回中國增值稅 4,912 10,617
  

利息收入
 －短期債券投資 2,806 –

 －其他應收貸款 1,975 –

 －銀行存款 1,789 1,323

 －已減值之應收貿易賬款 135 4,452
  

利息收入總額 6,705 5,775
  

保養服務收入 4,917 7,681

減︰保養服務產生之成本 (2,273) (1,715)

技術服務收入 – 721

政府補助金 2,998 2,314

其他 1,463 1,028
  

 7,105 10,029
  

其他收入 18,722 26,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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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益及虧損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購一家附屬公司額外權益之折讓 – 1,344

出售無形資產之收益 – 10,541

債權轉讓之收益 – 15,58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47) (71)
  

 (47) 27,396
  

5. 分部資料

呈報經營分部

期內，有關就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部表現而向本集團首席營運決策人提供的本集團呈報經營分部資料僅為安防系
統業務。此外，本集團於中國經營業務，其收入主要來自中國。故無呈報分部資料。

本集團的營業額分析如下，乃源自不同行業的安防系統業務：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城市交通監控行業 39,749 59,409

海關物流監控行業 81,391 62,969

高速公路監控行業 333,783 293,143

其他 48,149 47,267
  

 503,072 462,788

減：營業稅及其他相關稅項 (8,638) (5,923)
  

營業額 494,434 456,865
  

主要客戶資料

本集團向兩家（二零零九年：三家）客戶提供視頻安防系統解決方案業務產生的收入達人民幣143,521,000元（二零
零九年：人民幣 272,503,000元），與彼等交易產生的收入超過本集團收入之 10%。

6. 財務成本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貸款利息 10,990 9,751
  



11

7. 除所得稅前溢利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除所得稅前溢利乃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得出：

核數師薪酬 920 679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薪酬） 17,179 14,436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2,889 2,641
  

 20,068 17,077

減：計入研發成本之員工成本 (7,876) (4,017)
  

 12,192 13,060
  

研發成本 15,452 12,404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5,456 6,532

無形資產之攤銷（計入銷售成本） 1,946 1,946

存貨減值 41 124

已售存貨之賬面值 316,568 343,683
  

確認為開支之存貨金額 316,609 343,807
  

應收貿易賬款減值虧損額外撥備 2,485 14,166

樓宇之經營租賃租金 775 945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150 151

匯兌虧損淨額 157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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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開支

綜合全面收益表的稅項代表：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所得稅 17,823 8,949

遞延稅項
 －源自及撥回時間差異 (1,628) (1,095)

 －因稅率變動而產生 – 115
  

所得稅支出 16,195 7,969
  

中國所得稅根據中國相關法律法規按適用稅率計算。中國企業的標準企業稅率為 25%。

根據中國稅務法規，本公司已被定為高新科技公司，並可按15%的優惠稅率繳稅。於二零零八年二月，本公司經
認定為重點企業。根據中國國務院頒佈的鼓勵軟件產業和集成電路產業發展的若干政策，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九
年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可按 10%的優惠稅率繳稅。

於本年度及以往年度，根據中國稅務法規，本公司的主要附屬公司江蘇智運科技發展有限公司（「江蘇智運」）已
被認定為高新科技公司，並可按 15%的優惠稅率繳稅。

根據中國稅務法規，若干本公司的附屬公司被定為高新科技公司，並可按15%的優惠稅率繳稅。其餘附屬公司仍
須按 25%的稅率繳納中國所得稅。

9. 股息

(a) 年度應付本公司擁有人股息：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擬宣派每股人民幣 0.1元之末期股息 22,410 22,410
  

董事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的董事會中，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 0.1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 0.1

元）。

報告期末後擬派之末期股息於報告期末並無確認為負債，並須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獲得股東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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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年內已核准及支付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去年之股息：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年內已核准及支付之去年末期股息
 （二零零九年：人民幣零元） 22,410 –
  

10.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年內溢利人民幣 111,532,000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 89,539,000

元）及年內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24,100,000股（二零零九年：205,405,000股）計算。

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由於並無發行在外潛在普通股，故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
基本盈利相同。

11. 應收貿易賬款

 本集團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來自第三方之應收貿易賬款 100,029 100,665

合約工程客戶之欠款 55,115 47,341

減：減值虧損撥備（附註 (c) (7,224) (4,874)
  

 147,920 143,132
  

(a) 客戶之付款條款主要為信貸及按金，一般應於發票發出後 180日內付款，若干相熟客戶除外。

(b) 於報告期末，應收貿易賬款（扣除呆壞賬準備及減值虧損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賬齡︰
0至 90日 58,099 63,002

91至 180日 9,321 14,083

181至 365日 57,546 18,810

1至 2年 11,059 37,191

超過 2年 11,895 10,046
  

 147,920 14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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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年內減值虧損撥備之變動如下︰

 本集團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年初 4,874 11,640

已確認利息收入 (135) (4,452)

債權轉讓（附註 4） – (15,582)

已確認虧損額外減值 2,485 14,166

撇銷為不可收回款項 – (898)
  

於年終 7,224 4,874
  

撥備乃根據以合適比率貼現估計未來現金流或參考以往違約經驗（倘適用）釐定。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
有任何抵押。

(d) 並非個別或集體地認為減值之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逾期或未減值 783 5,777

逾期少於 6個月 206 134
  

 989 5,911
  

未逾期或未減值之應收賬款與眾多不同的客戶相關，該等客戶概無近期拖欠記錄。

逾期但未減值之應收賬款與數位與本集團具良好往績記錄之獨立客戶相關。根據過往經驗，因信貸質素並
無重大轉變，且認為該等結餘仍可悉數收回，故管理層相信無需作出減值準備。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
有任何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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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短期債券投資

 本集團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上市信託基金，按成本（附註） 100,000 –
  

附註：

年內，本集團投資總金額為人民幣100,000,000元為期一年的人民幣信託基金。該基金按介乎2.31%至5.00%的年
息率計息，並無固定預先釐定的回報。

13. 應付貿易及其他賬款和已收預付款

 本集團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貿易賬款 134,259 162,602

其他應付賬款 58,248 45,648

已收預付款 1,208 2,984

其他應付稅項 22,857 20,685
  

 216,572 231,919
  

於報告期末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賬齡：
0至 90日 83,991 122,061

91至 180日 10,742 7,306

181至 365日 15,019 8,335

1至 2年 10,857 20,607

超過 2年 13,650 4,293
  

 134,259 162,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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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營業額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營業額約為人民幣 494,434,000元，較去年增加約
8.2%。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由於本集團於回顧期內積極發展各項業務。此外，在回顧期內本集團成
功取得若干大額合同及積極促進物聯網（「物聯網」）產業發展。

毛利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毛利率約為 33.2%，較去年增加約 10%。增加的
主要原因是本集團於回顧期內採取措施有效控制產品成本及控制整體毛利率。

其他收入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其他收入約為人民幣 18,722,000元，較去年同期
減少約 29.1%。

分銷成本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分銷成本約為人民幣 10,335,000元，較去年減少
約 6.6%。減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產品認知度增強、核心競爭力增加以及相應的售後維護成本減少
所致。

行政開支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行政開支約為人民幣 34,607,000元，較去年減少
約 17.3%。減少的主要原因是回顧期內之有效成本控制所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擁有人之溢利約為人民幣 111,532,000元，較去年
同期增加 24.6%。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業績錄得增長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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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源及流動資金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約為人民幣 658,852,000元。流
動資產約為人民幣 960,773,000元，包括現金及銀行存款約人民幣 310,159,000元。非流動負債約
為人民幣 1,265,000元。流動負債約為人民幣 447,872,000元，主要包括應付貿易及其他賬款和已
收預付款、短期銀行貸款及應付稅項。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每股資產淨值為
約人民幣 2.94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2.54元），本集團之短期銀行貸款為人民幣
215,000,000元。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就正在進行中項目，已質押銀行存款人民幣 15,216,000元（二零零
九年：人民幣 19,059,000元）。

負債比率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負債比率（按銀行貸款加長期貸款減現金及現金等
價物，除以權益計算）約為零（二零零九年：零），此乃由於本集團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充裕償還銀行
貸款所致。

外幣風險

由於本集團業務位於中國，而本集團的銷售及採購大部份均採用人民幣結算，因此概無任何外匯
風險影響本集團的經營業績。

重大收購及重大投資

回顧期內，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收購及重大投資事宜。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 ( i )因收購南京市信息化投資控股有限公司之 20%註冊資
本而產生人民幣 15,000,000元之資本承擔及 (ii)倘所有資金由股東繳付，因收購南京物聯網研究院
發展有限公司（本公司擁有 70%權益之附屬公司）而產生人民幣 5,000,000元之資本承擔。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概無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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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僱員薪酬總成本約為人民幣 20,068,000元（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 17,077,000元），而本集團之僱員人數合共 353人（二零零九年：305人）。本集團乃按個別
僱員之工作表現、履歷及經驗，並參考市場價格而釐定僱員之薪酬。本集團會參考個別僱員之表
現酌情發放花紅，以肯定僱員之貢獻。其他福利包括退休計劃供款、醫療福利計劃、失業保險及
房屋津貼。

業務回顧

業務拓展

城市交通監控業務

於回顧期內，高清卡口、卡口型電子警察、雷達測速、視頻測速等產品已經越來越多地成為城市
交通監控市場的主流需求，本集團憑藉多年的技術積累，已形成涵蓋上述需求的完整的前端卡口
設備產品發布體系，即涵蓋雷達測速、高清識別、視頻流檢測等功能在內的完整解決方案。於二
零一零年九月，本集團成功中標江蘇省 320項目且在所有入圍 12家企業中綜合排名第二，這為公
司今後在江蘇省城市交通領域全省卡口項目市場的持續發展提供優勢。

海關物流監控業務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積極推進南京關物流監控系統工作，並在龍潭港、張家港、連雲港成功運
行，該系統覆蓋的海運業務量佔整個南京關的 60%，預計該系統明年將進一步推進到南京關整個
關區。同時，本集團積極探索與海關開展長期軟件服務的合作模式，並與南京關簽訂長期軟件維
護合同，逐步形成了三寶特色的平臺運營維護保障體系。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積極開發大連關區
平臺，該平臺直接挂接保稅物流中心平臺、保稅港平臺、出口加工區平臺等多個平臺，良好的運
行狀態受到業內一致好評。作為海關行業內區域平臺的樣本，該平臺有望在國內其它關區推廣複
製。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作為海關總署智能安全鎖標準制定的起草者之一，已就智能安全鎖標準提交
國家標準，而本集團提出的智能安全鎖安全註冊認證的內容也已加入海關總署提交的標準中。於
回顧期內，本集團積極推動電子關鎖項目，智能安全鎖已成功應用於福州保稅物流中心和新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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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途中監管，並且福州關已批准福州保稅港及武夷山無水港全面應用智能安全鎖。同時，將智
能安全鎖融入南京關物流監控平臺，開始在張家港，龍潭港進行試點使用，完成了電子關鎖道口
采集及後臺軟件的對接和聯調工作。於回顧期內，本集團加強與電子口岸的進一步交流與溝通，
積極推進雙方戰略合作關係的建立。

高速公路監控業務

於回顧期內，全國交通機電市場競爭日趨激烈，本集團以市場營銷為龍頭的業務體系，市場竟爭
優勢明顯，成功取得四川雅安高速公路、蘇嘉杭高速公路、雲南磨黑至思茅高速公路以及蘇州繞
城高速公路等項目合同。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積極實施各項重要工程機電項目，已完成項目施工
並通車的項目包括：廣西廣賀高速公路項目、諸永高速公路機電工程項目、貴州油小項目、山西
晉城至濟源段高速公路、四川雅安項目、河北廊滄項目、蘇嘉杭監控改造項目，其中蘇嘉杭監控
改造項目被業主方評為優秀項目。天津海濱大道項目正在施工過程，預計明年初將實現部分路段
通車。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積極從事公路交通軟件市場領域的業務推廣，實現了老客戶市場延伸及新市
場的發掘，完成了包括泰州大橋工程項目管理系統、江蘇省質檢局質量監督管理系統、江蘇省交
建局工程項目、湖南現代投資綜合信息管理系統、無錫地鐵項目、寧滬高速公路綜合信息管理系
統、泰州市管理系統、連雲港圍海造田項目管理系統等項目的實施和驗收。

RFID及其他業務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立足感知交通、感知物流、感知醫藥三大領域項目跟蹤、研究與實施，積極
推進物聯網重點項目建設。繼中健之康「放心藥」感知健康物聯網項目後，本集團成功中標南京市
及揚州市的區域「放心肉」項目，該項目作為應用物聯網技術建設食品安全服務體系的一個重要組
成部分，未來有望在國內食品安全行業獲得全面推廣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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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成功研發並生產了 16口讀寫器，為物聯網技術在資產管理上的應用提供了良
好的產品基礎。同時，本集團繼續對超高頻讀寫器的功能完善展開研究，綜合客戶使用意見、同
行產品及行業應用等因素，對超高頻讀寫器的改型、包裝、功能完善等需求進行分析並提出改進
建議。另一方面，本集團對電子標簽在不同環境下的應用展開研究，完成2008-2012年中國電子標
簽（RFID）市場調查與產業投資分析預測報告。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與南京市技術監督局合作啟動RFID技術在特種設備檢驗監管上的應用和基於
RFID技術的起重機及吊車安全物聯網監控系統項目。同時，積極與行業內集成商合作，成功展開
杭州公交車UHFRFID的應用、杭州平安小區應用、服裝供應鏈上的應用、停車場管理應用、無錫
地鐵施工現場管理應用、機房資產管理等項目，並與國內外UHFRFID芯片和設備製造龍頭企業建
立了長期合作關係。

研究與開發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為科技發展提供了從資金到文化到合作的多層面支持，進一步加強產學研用
的科技投入，強化高端科技人才引入和培養機制，鼓勵能夠形成知識產權、能被市場接受的產品
創新，營造積極創新氛圍。同時，本集團積極與國際國內企業、科研院校、通信運營商等各方就
感知物流、感知交通、感知健康領域展開多次研討和探究。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不斷加強國際科
技交流與合作，完成與微軟公司 SAAS平臺合作建設研究。同時，參與南京市三網融合試點重點
項目，啟動具有戰略意義的研究型項目 PaaS信息服務平臺項目建設，標志著公司由項目型向平臺
化的轉變，並成功積累了公司在高端軟件平臺項目上和國際頂級軟件公司合作的經驗。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積極推進物聯網技術在城市智能交通領域的應用研究，包括完善感知交通的
實施方案，設備選型與測試等。同時，本集團完成了高速公路ETC系統ETC結算中心技術方案建
議書和重慶基於RFID智能交通管理試點項目技術方案，並完成了淮安收費站UHFRFID不停車系
統試點實施。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開始探討蔬菜流通、食品加工過程信息追溯管理系統應用，完成食品（肉品、
蔬菜）安全領域解決方案的設計與優化，對該領域市場前景、公司技術優勢、技術戰略、市場開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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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等方面進行了深入研究。同時，提出食品流通領域可運營考慮方案，詳細說明關於追溯電子
秤的運營、批發市場的電子結算及配送服務等可能的運營模式。

業務展望

研究與開發

二零一一年，本集團將持續加大科技創新投入，以技術改造項目為示範工程重點，帶動管理體系
和文化體系建設，構築公司產業核心技術與平臺。本集團將繼續完善與穩步推進科技創新體系建
設，加快推進物聯網產業商業模式研究，促進軟件研發平臺創新化、集成化、產品化，構建核心
知識產權。具體包括：啟動雲計算需求與建設模式研究，自主研發雲存儲核心產品，PaaS平臺的
整理和改進，搭建食品安全運營平臺，安全智能物流設備研發，物聯網設備系統檢測等。

市場銷售與推廣

城市交通監控業務

二零一一年，本集團將全面引入創新機制，市場運營銷方面的創新包括：項目和地區重點選擇、
提前進入、聯合創新、參與運營等；走規模化營銷的道路，以核心省和核心城市為工作重心，重
點關注公司具備較強綜合競爭力的目標地區和城市，提前地、全面地、整體地進行營銷策劃；以
應用創新的方式，把視頻和射頻相結合的城市交通管理、車輛管理等應用解決方案提供給目標城
市，引領創新項目，擴大銷售；利用公司整體的資信、規模、商務等方面的優勢，為客戶提供一
攬子智能交通管理的解決方案，取得整個目標城市的綜合性車輛、道路監控管理項目。

海關物流監控業務

作為海關卡口系統總集成商，本集團將於二零一一年加強高端客戶網絡建設，穩固行業「領頭羊」
地位，進一步推進卡口控制與聯網系統的建設；通過物聯網技術創新加強核心競爭力的提升，對
現有業務進行升級改良；繼續重視區域性平臺的研製及業務拓展，確保資源沉澱及項目的不可替
代性；加強平臺軟件、集中監控中心系統、途中監管系統、散雜貨管理軟件的推廣，加大軟件銷
售力度；擴大南京、大連、廈門關區平臺覆蓋的業務範圍及區域，並進一步將平臺軟件向其他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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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複製推進；利用公司的資本和市場優勢，進一步展開與行業內企業的交流合作；加強服務品牌
建設，進行服務的細化和服務融入，與客戶共同建立聯動服務響應機制，加深客戶對公司服務的
依存度，提升公司的專業化服務能力和形象。

高速公路監控業務

二零一一年，本集團將以市場營銷為龍頭，強化業務拓展力度，建立有效的業務開拓組織，打造
全國性的營銷體系。同時，進一步強化和擴大營銷人員隊伍，轉變經營策略，不斷夯實公司發展
的市場基礎。在傳統高速公路機電業務基礎上，本集團將力爭將業務范圍拓展至城市道路、軌道
交通、隧道、高架、港口等城建項目。同時，將關注綜合交通信息化建設，利用現有研發體系和
力量，加大對交通信息化平臺及相關產品研發投入，持續不斷地進行技術創新。

RFID及其他業務

二零一一年，本集團將把物聯網領域的先發優勢轉化為市場優勢，整合資源、加強重點區域和行
業典型項目的推廣，並爭取在服裝行業、停車場應用、藥品、酒類、特種設備監管行業有所突
破；與各行業的龍頭企業進行RFID技術應用合作，在其各自業務領域推出物聯網技術應用方案、
產品和典型示範項目，爭取強強聯合、整合資源、形成合力；定位於物聯網技術產品設計、研發
與生產，推出行業先進方案、提供系統優化產品、打造精品項目，使公司在食品監管、區域智能
交通行業裏成為一流的物聯網技術產品供應商；與國內外一流的射頻技術研發設計、產品供應商
和系統集成商合作，為集團三大感知領域的全面應用提供先進的系統產品。

董事及監事的服務合約

各董事（包括執行董事、非執行董事與獨立非執行董事）及監事已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合約。服務合
約將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屆滿，之後須待獲得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批准，再續另一三年
任期。

除上文已披露者外，擬於即將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膺選連任的董事及監事，概無與本公司的附
屬公司訂有本公司不得於一年內終止而不支付賠償的服務合約（法定賠償除外）。



23

競爭業務及利益衝突

董事、管理層股東或主要股東或彼等各自的聯繫人（定義見聯交所證劵上市規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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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業務，且亦無與本集團有任何其他利益
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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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監督本公司的財務報告程序及內部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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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展先生及成員王煒先生以及劉
石佑先生。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於回顧期內的經審核業績，並已據此提供建議及意見。

核數師審閱初步業績公佈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初步業績公佈所載之數字已經由本集團核數師香
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與本集團於本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草稿所載數額核對一致。香
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就此執行的相關工作並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
審計準則、香港審閱業務準則或香港監證業務準則而進行之監證業務工作，因此，香港立信德豪
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不對初步公佈發出任何核證。

董事及監事擁有合約的權益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訂立董事或監事直接及間接擁有重大權益且於年終時或年內任何時
間仍然生效的重大合同。

企業管治常規

年內，本公司持續強化其內部管治措施，藉以符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該
守則」）所載的條文。管理層會不定期舉行會議及進行討論，以評估內部管治措施的成效和是否合
規。本公司已按不比該守則所規定者寬鬆的標準採納內部管治措施。

本公司已遵守該守則的所有適用守則條文，年內設立了正式和具透明度的程序，以保障及盡量提
高股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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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詳情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概無任何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的計劃。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一套操守守則，其條款不比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規定的交易準則
寬鬆。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確定董事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一直遵守
有關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及所規定的交易準則。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年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贖回或出售任何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股息及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董事會建議派發二零一零年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 0.1元。倘於即將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獲
股東通過，有關股息將約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派付予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名列本公司
股東名冊的股東。

本公司將由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二日至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三日（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期間暫停辦
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不會登記股份過戶。如欲符合獲發擬派末期股息，所有股份過戶文件
連同有關股票及過戶表格必須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一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交回本公司之股份
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17 樓 1712 至
1716 號舖），辦理過戶登記手續。

刊發年報

載有上市規則規定的所有適用資料的本公司二零一零年年報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並
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http://www.sampletech.com.cn刊載。

承董事會命
南京三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沙敏

中國，南京
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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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沙敏先生（董事長）、常勇先生及郭亞軍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馬俊先
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展先生、王煒先生及劉石佑先生。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