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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度業績報告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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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報告所載資料
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或欺詐成份；(2) 並無遺漏其他事實致使
本報告所載任何內容產生誤導；及(3)本報告內表達的一切意見乃經審慎周詳的考
慮後方作出，並以公平合理的基準和假設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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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營業額約為人民幣 333,037,855 元，
較二零一五年同期收入上漲約 9.59%。

•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虧損淨額約為人民幣34,209,944元。

•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派發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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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然公布本公
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的未經
審核綜合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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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055,041 元及人民幣 333,037,855 元，較二零一五年同期收入減少約人民
幣 32,896,946 元及增加約人民幣 29,138,845 元，下跌約 25.91% 及上漲約 9.59%。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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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81,754 元及人民幣 34,209,944 元，虧損較二零一五年同期分別減少約
人民幣 4,623,341 元及增加人民幣 4,764,34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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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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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五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綜合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止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之期間

項目

一、營業總收入
其中：營業成本
營業稅金及附加
銷售費用
管理費用
財務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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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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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2

3

二、營業利潤（虧損以「－」填列）
加：營業外收入
其中：非流動資產處置利得
減：營業外支出
其中：非流動資產處置損失
三、利潤總額（虧損總額以「－」填列）
減：所得稅費用

5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94,055,041
81,253,190
55,866
3,055,189
14,043,216
6,182,459
–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九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126,951,987 333,037,855
114,625,332 295,706,371
870,500
1,451,656
3,968,052 10,516,674
12,967,145 36,042,288
5,654,827 21,777,471
–
–

303,899,010
267,497,556
2,108,215
11,157,271
34,281,881
16,788,373
15,660

–
–

–
–

–
68,027

–
–

–
–

–
–

–
–

–
–

-10,534,879
2,647,345
–
130,379
–

-11,133,869
445,823
–
515,921
–

-32,388,578
2,735,465
–
178,983
–

-27,949,946
3,687,824
–
817,167
–

-8,017,913
643,187

-11,203,967
716,205

-29,832,096
934,345

-25,079,289
1,412,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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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附註

四、淨利潤（淨虧損以「－」填列）
其中：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少數股東損益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九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8,661,100

-11,920,172

-30,766,441

-26,491,820

-8,781,754
120,654

-13,405,095
1,484,923

-34,209,944
3,443,503

-29,445,601
2,953,781

-8,661,100

-11,920,172

-30,766,441

-26,491,820

-0.0063

-0.0108

-0.0244

-0.0237

-0.0063

-0.0108

-0.0244

-0.0237

–
-8,661,100

7,083
-11,913,089

–
-30,766,441

1,312,862
-25,178,958

-8,781,754

-13,398,012

-34,209,944

-28,132,739

120,654

1,484,923

3,443,503

2,953,781

五、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二）稀釋每股收益

六、其他綜合收益
七、綜合收益總額
其中：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
綜合收益總額
歸屬於少數股東的
綜合收益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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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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於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根據中國公司法成立為一
間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的前身江蘇南大蘇富特軟件有限責任公司（「前身公司」）
於一九九八年九月十八日成立。透過前身公司改制，本公司於一九九九年十二月
三十日成立。
本期間，本集團主要從事開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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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提供資訊科技顧問服務。
本公司於中國的註冊辦事處位於中國江蘇省南京市鼓樓區清江南路 19 號 1 棟。本
公司於香港的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中環花園道 33 號聖約翰大廈 14 字樓。
本公司的 H 股由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四日起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
所」）創業板（「創業板」）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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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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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計算機硬件及軟件產品
提供系統集成服務
其他業務

81,822,013
9,724,662
2,508,366

117,267,399 245,039,372
11,778,305 79,366,165
(2,093,717)
8,632,318

247,922,551
52,641,384
3,335,075

總銷售

94,055,041

126,951,987 333,037,855

303,899,010

3. 融資成本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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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
的銀行貸款利息
銀行手續費

5,785,854
396,605

5,583,459
71,368

20,245,661
1,531,810

16,623,936
164,437

合計

6,182,459

5,654,827

21,777,471

16,788,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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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4. 除稅前虧損
除稅前虧損已扣除以下各項：

項目

折舊及攤銷：
－物業、廠房及設備
銷售成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2.664,662
81,253,190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15,226,522
6,231,818
114,625,332 295,706,371

17,734,076
267,497,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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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項支出包括：
中國所得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643,187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716,205

江蘇南大蘇富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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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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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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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81,754 元及人民幣 34,209,944 元，期內已發行股份
1,403,800,000 股（二零一五年：1,240,000,000 股）計算。
由於在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內並無潛在攤
薄證券，故並無列示有關期間之每股攤薄盈利。

7. 儲備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權益

單位：人民幣元
項目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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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本期增減變動金額

124,000,000
–

92,234,414
–

74,215,191
1,312,862

19,962,463
711,555

59,743,392
-29,445,601

39,441,835
2,953,780

409,597,295
-24,467,404

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124,000,000

92,234,414

75,528,053

20,674,018

30,297,791

42,395,615

385,129,891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發行股份
本期增減變動金額

124,000,000
16,380,000
–

93,873,332
29,484,000
–

82,280,708
–
–

19,962,462 -100,649,435
–
–
– -34,209,944

50,802,532
–
3,443,503

270,269,599
45,86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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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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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本期間派付股息（二零一五年：無）。
財務回顧
在此期間，隨著技術市場迅速發展，主要由本集團管理層採取調整經營策略
使得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綜合營業額人民幣
94,055,041元及人民幣333,037,855元，分別較去年同期下跌25.91%及上漲9.59%。
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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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81,754 元及人民幣 34,209,944 元，較去年同期減少 34.49%
及增加 16.18%。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增加主要由於期內市場競爭力及集團
毛利率下降所致。
業務回顧
IT 技術研究與開發
報告期內，繼續開發完善蘇富特電子文件管理系統，優化代碼結構，提高大數據
情況下電子文件辦公的效率；完善電子文件管理系統的執行要求和步驟完全符合
國家發行的標準。同時繼續開發完善蘇富特雲系統，做好試點的跟蹤和監測，從
實踐中提取問題改善項目；不斷提升整個項目的快速部署能力，運維能力；提升
項目的用戶體驗；編製詳細的硬件參考清單；拓展項目的使用場景。南京市委電
子文件系統及南湖醫院雲桌面系統等試點示範項目也在持續推進，為下一步市場
拓展產生良好的示範效應。報告期內，集團的「雲計算」項目取得了一項軟件著
作權，CMMI-3 級資質通過複審。報告期內，集團獲得了「2016 年度軟件互聯網獎
勵－互聯網創新創業載體與服務保障」及「江蘇省服務外包項目」兩項政府資金補
助，體現了政府對集團產業發展的支持與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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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件服務及系統集成
報告期內，集團持續推進「智雅在線教育雲平臺」項目，該平臺將彙集多所高校的
教育資源優勢，同時與專業的教育機構合作，為參與在線學習的學生提供全方位
的職業教育培訓，並提供行業內及國際化的職業資格認證培訓服務；該平臺以高
等職業在線教育為核心，從教育資源、教育模式、課程設置、學歷認證、促進學
生就業等方向提供全方位服務。
報告期內，集團承接了徐州至明光高速公路江蘇段收費、監控、通信系統機電工
程施工項目、229 省道姜堰段改擴建工程感知公路項目等重要工程項目。同時集
團開展了交通視頻聯網監控雲服務系統的研發，該系統基於雲架構，實現實時轉
碼、多終端監控、質量巡檢、智能分析等需求，通過信息集中管理，實現了數據
共享，通過大數據的分析，在海量數據中進行數據挖掘，消除「信息孤島」現象，
為交通運輸行業的集中監管、集中控制提供了信息基礎。
未來展望
隨著國家智慧城市試點的逐步展開，大大激發了基於互聯網的軟件及系統的市場
需求，公司也適時的布局政務信息化、智慧城市建設等領域，重點發展智慧交
通、智慧醫療及智慧教育等產業，及時實現了原有業務的轉型升級，形成了適應
政策導向及市場需求的產業結構。集團將充分發揮產學研一體化優勢，抓住政
策、技術及市場機遇，力爭在三到五年內將集團建設成為國內知名、技術領先的
智慧城市中數據服務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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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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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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永寧先生

控股企業的權益

178,800,000
（附註2）

被視作於 被視作於 被視作於
本公司內資 本公司 H股 本公司股本
股本中擁有 股本中擁有 總額中擁有
實際權益 實際權益 實際權益
H股數目 的百分比 的百分比 的百分比
（附註1） （附註1） （附註1）
–

18.19%

–

12.74%

附註：
(1)

截止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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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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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認購股份或債券的權利
於截止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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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法人團體中
購買該等權利。
主要股東及其他人事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中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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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股東

性質

內資股數目

內資股
百分比
（附註1）

南京市蔬菜副食品集團有限公司
江蘇科能電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大學資產經營有限公司
（附註2）
中創寶盈（北京）投資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江蘇省共創教育發展有限公司
（附註2）
上海世源網絡科技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實益擁有人

263,661,016
178,800,000

26.83%
18.19%

–
–

– 263,661,016
– 178,800,000

18.78%
12.74%

實益擁有人

127,848,097

13.01%

–

– 127,848,097

9.11%

實益擁有人

121,000,000

12.31%

–

– 121,000,000

8.62%

實益擁有人
實益擁有人

84,159,944
55,000,000

8.56%
5.60%

–
–

–
–

6%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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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股數目 H股百分比
（附註1）

內資股及 內資股及
H股數目 H股百分比
（附註1）

84,159,944
55,000,000

附註：
(1)

截止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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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一日，187,000,000股H股（「新H股」）發行及配售配售股份包括(i)170,000,000
股將由本公司配發及發行之新H股及(ii)17,000,000股H股由國有股東各自按比例劃撥予全國社會保
障基金理事會之相同數目內資股。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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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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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蘇南大蘇富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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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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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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李大西博士、解紅女士及謝滿林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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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
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季度業績公佈及季度報告進行審閱並同意該等內容。
購入、出售或贖回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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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蘇南大蘇富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朱永寧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四日，中國，南京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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