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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236）

宝 德 科 技 集 團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POWERLEADER SCIENCE & TECHNOLOGY GROUP LIMITED*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第三季業績報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的特色

GEM的定位，乃為中小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此等公司相比起其他在主板上市的
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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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在GEM上市的公司普遍為中小型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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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之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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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
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報告乃遵照《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宝德科技集團股份有
限公司（「本公司」）之數據，本公司各董事（「各董事」）願就本報告的數據共同及個別地承
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本報告所載數據
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分，且並無遺漏任何事項，足以令致本
報告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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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業績

董事會謹此報告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九個月期內」）的未經審計業績，連同二零一九年同期未經審計比較數字如下：

合併利潤表

項目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一、營業總收入 881,871,641.54 982,456,823.47 2,666,971,045.39 2,666,595,480.23
其中：營業收入 3 881,871,641.54 982,456,823.47 2,666,971,045.39 2,666,595,480.23

二、營業總成本 835,056,210.41 929,498,327.08 2,576,843,719.00 2,536,045,224.95
其中：營業成本 780,026,161.78 862,154,456.65 2,389,746,760.91 2,372,792,659.40

營業稅金及附加 1,155,485.27 962,298.23 2,312,188.39 2,430,623.85
銷售費用 22,126,370.61 26,465,380.55 51,904,394.23 60,068,572.26
管理費用 25,146,786.65 16,744,702.03 58,788,949.57 44,643,476.85
研發費用 12,578,612.10 9,055,600.18 26,984,254.66 22,152,173.65
財務費用 (5,977,206.00) 14,086,604.44 47,107,171.24 36,285,309.79
其中：利息費用 22,056,174.96 20,831,568.06 65,117,318.88 58,211,478.16

利息收入 31,817,410.46 655,745.91 32,778,101.62 4,197,439.05
加：　其他收益 124,910.89 8,372,626.00 2,637,500.00

投資收益（損失以「（）」號填列） 2,288,735.62 6,231,778.28 7,386,843.89 9,711,214.25
其中：對聯營企業和合營企業的投資收益 — 6,226,521.10 1,102,362.49 9,705,957.07

公允價值變動收益 145,594.80 151,647.90
信用減值損失
資產減值損失 — 29,285.00 1,127,872.11 (2,327,590.85)
資產處置收益 (120,368.31) (145,782.32)

三、營業利潤（虧損以「（）」號填列） 49,254,304.13 59,190,274.67 107,020,533.97 140,261,469.53
加：  營業外收入 4 3,365.03 1,319,678.34 656,390.90 1,015,891.71
減：  營業外支出 284,350.99 431,188.00 896,021.51 702,860.17

四、利潤總額（虧損總額以「（）」號填列） 48,973,318.17 60,078,765.01 106,780,903.36 143,212,001.07
減：  所得稅費用 5 684,267.25 7,142,084.76 10,096,631.21 15,841,549.26

五、淨利潤（淨虧損以「（）」號填列） 48,289,050.92 52,936,680.25 96,684,272.15 127,370,451.81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35,335,137.95 34,263,711.41 55,215,276.75 92,188,974.64
少數股東損益 12,953,912.97 18,672,968.84 41,468,995.40 35,181,477.17

六、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7 0.145 0.141 0.227 0.379
（二）稀釋每股收益 0.145 0.141 0.227 0.379

七、其他綜合收益
以後會計期間不能重分類進損益的其他綜合收益項目 — — — —
以後會計期間在滿足規定條件時將重分類進損益的 
其他綜合收益項目 — — — —

八、綜合收益總額（淨虧損以「（）」號填列） 48,289,050.92 34,263,711.41 96,684,272.15 127,370,451.81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綜合收益總額 35,335,137.95 34,263,711.41 55,215,276.75 92,188,974.64
歸屬於少數股東的綜合收益總額 12,953,912.97 18,672,968.84 41,468,995.40 35,181,47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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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1. 概述

本公司於一九九七年八月二十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成立為有限責任公司，並於二零零一年
七月三十一日改製成為股份有限公司。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本公司透過配售方式於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上市。

本集團為中國具有自主創新能力的雲計算解決方案提供商，於中國及香港經營，並主要從事(i)服務
器、存儲及解決方案供應商；(ii)電子設備及配件（非服務器及存儲）分銷業務；(iii)廣州互聯網數據中
心業務；(iv)產業園開發、運營及物業管理業務；及(v)產業投資業務（非服務器及存儲）。

2. 財務報表編製基準

本集團財務報表以持續經營為基礎，按照中國財政部頒布的《企業會計準則 — 基本準則》和40項具體
會計準則（包括2014年1月及2月新頒布或修訂的5項準則）、企業會計準則應用指南、企業會計準則解
釋以及其他相關規定（以下合稱「企業會計準則」），以及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公開發行證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編報規則第15號 — 財務報告的一般規定》（2010年修訂）、香港交易所《證券上市規則》、
《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規定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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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收入

營業收入為已扣除退貨與折扣向客戶提供服務及售出貨品之已收款項及應收賬款。於截至二零二零
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連同二零一九年同期未經審計比較數字所確認之營業收入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主營業務收入
其中： 服務器、存儲及解決方案 

 供應商 785,926,782.24 945,251,305.05 2,255,980,549.21 2,540,276,867.87

電子設備及配件（非服務器
及存儲）分銷業務 60,803,650.41 15,399,025.26 322,492,024.67 59,864,172.23

廣州互聯網數據中心業務 23,868,604.13 17,750,994.99 70,072,597.09 49,250,341.97

產業園開發、運營及物業
管理業務 3,165,762.80 2,235,586.13 9,051,810.08 6,946,970.15

其他業務收入 8,106,841.96 1,819,912.04 9,374,064.34 10,257,128.01

合計 881,871,641.54 982,456,823.47 2,666,971,045.39 2,666,595,48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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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營業外收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其他收益（政府補助） 124,910.89 892,500.00 8,372,626.00 2,637,500.00

其他 3,365.03 427,178.34 656,390.90 1,015,891.71

合計 128,275.92 1,319,678.34 9,029,016.90 3,653,391.71

5. 所得稅費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當期所得稅支出
中國 183,176.37 4,673,792.79 7,325,785.28 12,184,139.53

香港 501,090.88 2,468,291.97 2,770,845.93 3,657,409.73

合計 684,267.25 7,142,084.76 10,096,631.21 15,841,549.26

本公司乃於中國深圳經濟特區成立之企業，二零零九年獲深圳市科技和信息局、深圳市財政局、深
圳市國家稅務局及深圳市地方稅務局列為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自二零零九年度起按15%繳納企業
所得稅；並於二零一八年十月十六日通過深圳市科技創新委員會、深圳市財政委員會、國家稅務總
局深圳市稅務局複審，列為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繼續按15%繳納企業所得稅。遵照相關中國守則及
法規，除深圳市宝德計算機系統有限公司（「宝德計算機」）、深圳市宝德軟件開發有限公司（「宝德軟
件」）外，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所有其他中國附屬公司均須按企業所得稅率25%繳納稅
款（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25%）。

宝德計算機自二零零八年獲深圳市科技和信息局、深圳市財政局、深圳市國家稅務局及深圳市地方
稅務局列為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並於二零一七年八月十七日通過深圳市科技創新委員會、深圳市
財政委員會、深圳市國家稅務局及深圳市地方稅務局複審，列為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宝德計算機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須按15%之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
期間：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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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德軟件自二零一一年獲深圳市科技工貿和信息化委員會、深圳市財政委員會、深圳市國家稅務局
及深圳市地方稅務局列為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並於二零一七年八月十七日通過深圳市科技創新委
員會、深圳市財政委員會、深圳市國家稅務局及深圳市地方稅務局複審，列為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
宝德軟件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須按15%之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
三十日止期間：15%）。

香港利得稅乃按照九個月期內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16.5%）計算。

6. 股息

董事建議就九個月期內不派發中期股息。

7. 每股收益

基本及稀釋每股收益人民幣0.227元，乃根據九個月期內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人民幣
55,215,276.75元（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人民幣92,188,974.64元）和已發行之加權平均
數243,000,000股計算。

由於本公司於九個月期內概無潛在稀釋股份（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無），故稀釋每
股收益與基本每股收益相同。

8. 股本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股數 股數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法定、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每股人民幣1.00元之內資股 182,250,000 182,250,000 182,250,000 182,250,000

每股人民幣1.00元之H股 60,750,000 60,750,000 60,750,000 60,750,000

243,000,000 243,000,000 243,000,000 243,000,000

根據本公司的公司章程，除派發股息所使用的貨幣外，本公司發行之所有股份於各方面享有同等權
益。



– 7 –

9. 股東權益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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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計）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243,000,000.00 57,958,529.72 130,795,486.64 35,125,156.64 760,428,585.47 34,656,613.12 1,261,964,371.59

本期淨利潤 — — — — 59,471,749.37 16,078,775.10 75,550,524.47

股東投入普通股 — — — — — 135,595,000.00 135,595,000.00

於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243,000,000.00 57,958,529.72 130,795,486.64 35,125,156.64 819,900,334.84 186,330,388.22 1,473,109,896.06

（未經審計）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243,000,000.00 289,299,488.72 201,206,468.99 30,414,133.15 909,769,766.13 416,081,607.09 2,089,771,464.08

本期淨利潤 — — — — 55,215,276.75 41,468,995.40 96,684,272.15

股東投入普通股 — — — — — — —

於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243,000,000.00 289,299,488.72 201,206,468.99 30,414,133.15 964,985,042.88 457,550,602.49 2,186,455,73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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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二零二零年第三季度，宝德科技集團總體運營穩定，主營業務方面：

1. 服務器、存儲及解決方案供應商業務收入人民幣2,255,980,549.21元，同比減少
11.19%；

2. 電子設備及配件（非服務器及存儲）分銷業務收入人民幣322,492,024.67元，同比增長
438.71%；

3. 廣州互聯網數據中心業務收入人民幣70,072,597.09元，同比增長42.27%；

4. 產業園開發、運營及物業管理業務收入人民幣9,051,810.08元，同比增長30.30%；

5. 其他業務收入人民幣9,374,064.34元，同比減少8.61%。

財務回顧

截至九個月期內，本集團之營業額為人民幣2,666,971,045.39元，與二零一九年同期人民
幣2,666,595,480.23元相比較，營業額基本持平，原因為本集團出於戰略規劃調整，新增
了信息技術應用創新（以下簡稱信創）業務，受疫情影響，服務器、存儲及解決方案供應
商業務收入同比有所減少；但是，本集團電子設備及配件（非服務器及存儲）分銷業務大
幅增長，主要是新增了白色家電的分銷業務。

九個月期內本集團之綜合毛利率為10.39%，與二零一九年同期之毛利率11.02%相比下降
0.63%，主要是由於電子設備及配件（非服務器及存儲）分銷業務大幅增長，拉低整體毛
利率。九個月期內本集團的營銷開支和行政及其他費用和上年同期人民幣126,864,222.76
元相比增長8.52%至人民幣137,677,598.46元，主要因為公司報告期內新增拓展了信創業
務，人員費用及相關費用也大幅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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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及展望

服務器、存儲及解決方案供應商

二零二零年第三季度，國內疫情得到控制，市場全面恢復，隨著雲計算、大數據、人工
智能、5G移動互聯網等新興產業的不斷發展，以及加快建設數據強國的國家戰略提出和
行業雲計算應用的不斷深化，服務器市場迎來了新的發展空間。宝德持續與客戶緊密合
作，在細分領域優化升級產品，並滿足客戶的差異化要求；同時抓住5G+AIOT新一代科
技浪潮，宝德深耕人工智能，積極擴大人工智能行業佔比和影響力。報告期內，宝德圍
繞國家信息技術應用創新及國內信創替代需求，打造優質產品解決方案，並實現多地協
同發展，快速在全國各個省市佈局，落地產線或佈局業務銷售團隊，聯合上游合作夥伴，
共同開發信創市場。目前，信創市場項目逐步落地，為本集團營收增長提供新驅動力。

展望二零二零年第四季度，中國的新基建加上雲計算、大數據、移動互聯網、人工智能
的蓬勃發展，將帶動市場需求持續增長，本集團的服務器業務和增值分銷業務也將有較
大的發展機會。本集團會持續鞏固與供應商的合作關係，繼續給渠道客戶提供差異化的
服務，拓寬合作空間，進一步完善後端管理系統，不斷提升經營管理能力、綜合運營能
力及全體人員綜合素質，來完成二零二零年高標準的目標。

市場推廣

二零二零年第三季度，隨著疫情得到控制，經濟活動逐步恢復，宝德服務器的市場活動
也逐漸回歸常態，宝德持續聚焦信創和X86兩大業務板塊開展推廣。宣傳手段以市場活
動、線下展會和公關宣傳為主，對宝德產品和方案進行展示和體驗，以線上聚合媒體平
台為輔，對應用案例、公司動態、產業佈局與使命擔當等進行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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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活動方面，宝德圍繞國產創新計算產業，在哈爾濱、重慶、河源舉辦了宝德鯤鵬渠
道賦能會議、聯合YOCSEF舉行鯤鵬計算應用研討會，將宝德鯤鵬計算的業務佈局、產
品規劃、生態適配、行業應用進行全面的宣講和展示。報告期內參與了華為安徽生態中
國行、華為商業分銷地市百城行、華為數字能源中國行廣州站等會議活動，同時積極與
智修、杉岩、麒麟等合作夥伴交流與互動，廣泛展示宝德鯤鵬創新產品和解決方案，為
客戶呈現當前計算產業的行業趨勢、創新生態、卓越產品和方案、極致應用體驗等內容。
並分別在寧波和金華兩個地級市參與了信創動員會和信創專題研討會，提高參會者對宝
德自強業務和產品方案的瞭解，引導合作意向。

展會方面，針對性的參加了重點行業領域的線下展會活動，如第八屆中國電子信息博覽
會、第十九屆金融科技創新峰會、中國創新創業成果交易會、深圳（國際）人工智能展、
第二十二屆東北安防展，通過產品方案展示和專員講解為參展者展示和解答，擴大宝德
的聲音和影響力。除線下之外，還在線上參與了英特爾第十六屆全國高性能計算學術年
會，通過海報和視頻互動，充分發揮聯合營銷效果，快速、有效地推廣了宝德最新的產
品動態和方案。

公關宣傳方面，第三季度側重描述在「新基建」下大數據中心的新特性和建設需求，將宝
德的AI、邊緣計算、超融合、HPC等產品以及融合的行業解決方案進行廣泛宣傳，不失
時機的宣傳推廣中標項目、應用案例、合作案例，並結合銷售、售後的個人表現進行分
享，以期對宝德產品、方案和服務實力提升進行相應的佐證。

二零二零年第四季度，信創事業和新基建帶來巨大機遇，在未來的市場推廣活動中，我
們將通過不斷拓展和完善推廣渠道來提升品牌和產品的美譽度，確保有計劃、多層次地
開展面向客戶型的推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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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設備及配件（非服務器及存儲）分銷業務

二零二零年第三季度，隨著疫情繼續好轉，本集團的銷售和市場影響力逐步向好，緊抓
新基建帶來的新應用、新市場，持續豐富產品線及開發客戶；同時，依託行業優勢品牌，
在行業應用、客服服務方面都有良好的進展。

二零二零年第四季度，本集團將繼續把握新基建的市場趨勢，尋找更多適合的產品和專
案，利用已經逐步完善的渠道和解決方案，提供更優質的服務，開發行業市場。另外，
隨著國家國產化快速推進，本集團也會嘗試尋求和更多的國產品牌商的合作，豐富產品，
為現有客戶提供更多的產品和服務。本集團將繼續在人工智慧、物聯網，及5G應用領
域，為客戶提供從產品到解決方案，到售後技術支持的全方位服務。

廣州互聯網數據中心業務

二零二零年第三季度，廣州加速器雲數據中心，繼續依託與電信運營商的良好關係，業
務持續發展，廣州雲計算業務增速繼續保持略高於行業平均增長速度的態勢。

首先，在機櫃數量和帶寬業務上持續擴容，華為、優刻得等優質雲應用平台客戶的業務
持續增長，同比2019年增加20%機櫃數量。同時，由於政務雲市場的蓬勃發展，政務雲業
務相關的IDC託管也有增加。

同時，基於與各運營商合作，積極拓展各種深層次合作，包括針對垂直行業細分市場的
雲業務合作以及增值業務合作。9月成功入圍中國電信廣東省公司的雲應用服務商，並已
經確定合作內容。這將推動業務收入持續增長。

另外，廣州加速器雲數據中心還積極與廣州市各級政府開展雲安全、雲應用合作，並與
三大運營商開展雲安全及應用類等新型增值業務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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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二零二零年第四季度，物聯網發展將帶動「雲計算+邊緣計算」的數據處理方式，並
拉動對於IDC的需求，我們將繼續保持高速發展。

產業園開發、運營及物業管理業務

二零二零年第三季度，本公司宝德AI穀項目現場已經完成圍擋、大門搭設工作，目前正
在平整臨設用地、排查現場隱患、準備結構檢測等工作。宝德科技打造的宝德AI穀項目
正在按計劃有序推進，該項目將構建「五基地一平台+綜合配套」的產業功能體系，「五基
地」包括人工智慧創新基地、黑科技智創基地、未來產業科創基地、數字文創研創基地、
科技金融融創基地，「一平台」是指科技服務眾創平台。

通過「五基地一平台」的建設，項目將引進和培育一批新興產業企業、科技服務企業，擴
大光明產業佈局，優化產業結構，提升產業質量和效益，加快新區形成以人工智慧為基
石、現代服務業為支撐、新興產業為先導、優勢傳統產業為特色的現代化產業體系。

資金管理

二零二零年第三季度，金融機構採取更為審慎的風險管理機制，為公司獲取資金帶來一
定壓力。公司充分利用各業務板塊行業特點，對各項目進行專項融資。二零二零年第四
季度，公司將繼續從嚴管控應收賬款，確保資金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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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事務

二零二零年第三季度，本集團積極開展科研項目，並獲得了政府的多項資質認定，以雲
計算、服務器、大數據作為核心內容，申請了多項資質認定、項目資助並成功通過了多
個在研項目驗收。在外部合作中，繼續與高校、科研機構開展科技合作，引進高技術人
才及先進技術。

2020年7月，宝德計算機通過龍華區2019年度中小微創新100強企業認定；

2020年7月，宝德計算機通過廣東省守合同重信用企業認定；

2020年8月，宝德軟件「重20170320基於開放技術的可信多路高端計算系統研發」順利通
過深圳市評審組專家結題驗收；

2020年8月，宝德計算機榮獲2020年工業設計發展扶持計劃第二批項目資助計劃獎勵支
持；

2020年8月，宝德計算機榮獲龍華區2019年科技創新專項資金 — 科技創新園房租資助獎
勵支持；

2020年9月，宝德計算機大型工業企業研發機構建設順利通過龍華區2020年第二批科技創
新專項資金項目驗收；

2020年9月，宝德科技榮獲2020年工業設計發展扶持計劃 — 工業互聯網及兩化融合試點
示範獎勵支持；

2020年9月，宝德計算機榮獲龍華區2020年產業發展專項資金（百十五企業等3類）資助計
劃獎勵支持。

二零二零年第四季度，公司將繼續開展新的科研項目，提升宝德品牌，進一步聯合高校、
研發院所進行技術合作，為宝德技術創新添磚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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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監事及行政總裁於股份及債務證券之權益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監事、行政總裁及彼等之聯繫人於本公司及其
相聯法團（定義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份（「證券及期貨條例」），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份第7及第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股份及債
券或有關股份中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被視為持有或當作持
有之權益或淡倉情況），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予存置之登記冊所載或根據
GEM上市規則第5.46條至第5.68條另行向本公司及聯交所知會的股份交易，相關股份及
債務證券擁有之權益或淡倉如下：

本公司股份

董事姓名

持有本公司 
內資股 

股份數目

約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百分比

約佔本公司 
已發行內資股

百分比

李瑞傑先生（附註1） 102,184,500 42.05% 56.07%
張雲霞女士（附註1） 102,184,500 42.05% 56.07%

附註1：  李瑞傑先生為張雲霞女士之丈夫。彼等透過深圳市宝德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合共持有102,184,500

股內資股，該公司由李瑞傑先生及張雲霞女士分別持有87.5%及12.5%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外，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概無董事、監事、行政總裁及彼等聯繫人
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份），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XV部份第7及第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股份或有關股份中權益或淡倉（包
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被視為持有或當作持有之權益或淡倉情況），或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予存置之登記冊所載或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條至第5.68
條另行向本公司及聯交所知會的股份及債務證券之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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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監事購買股份或債券之權力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或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訂立任何安排，致使本公司之董
事或監事可透過購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務證券（包括債券）而獲取利
益。此外，本公司之董事或監事或彼等之配偶或十八歲以下之子女概無擁有或行使可認
購本公司證券之任何權利。

購股權計劃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採納任何購股權計劃及授出任何購股權。

主要股東

除以下披露外，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董事並無獲知本公司之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份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股份及債券或有關股份
中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存置之登記冊內。

於內資股之好倉

股份數目 身份

約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百分比

約佔本公司 
已發行內資股 

百分比

宝德投控（附註） 102,184,500 實益擁有者 42.05% 56.07%
深圳市恒通達遠電子有限公司 23,958,000 實益擁有者 13.11% 17.48%
曲水世紀龍翔科技開發有限公司 15,963,750 實益擁有者 6.57% 8.76%
烏魯木齊雅利安達股權投資有限
公司

15,000,000 實益擁有者 6.17% 8.23%

附註：  宝德投控（一間於中國成立之有限公司）合共持有102,184,500股內資股。該公司由李先生及張女
士分別持有（含間接持有）87.5%及12.5%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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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競爭及利益衝突

本公司及中青宝的最終控權股東為張雲霞女士及李瑞傑先生。中青宝開展深圳互聯網數
據中心業務，而本集團也營運廣州互聯網數據中心業務，本公司實際控制人李瑞傑先生、
張雲霞女士及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一日訂立不競爭承諾。本公司就廣州互聯網數據
中心業務承諾，完成後及廣州互聯網數據中心業務注入中青宝的條件符合後及該注入並
無實質性阻礙時，本公司可與中青宝磋商，並於達成及訂立正式協議後將廣州互聯網數
據中心業務注入中青宝，且本公司可通過終止廣州互聯網數據中心業務或將其轉讓予無
關聯第三方以解決競爭問題。本公司、宝德投資、張雲霞女士及李瑞傑先生亦承諾，除
上所述者外，於完成後及當其各自仍為中青宝的控股股東或實際控制人期間，彼等將不
得通過自營、合營、合作等方式開展或參與任何與中青宝於協議日期所從事的業務或深
圳互聯網數據中心業務存在競爭的業務。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原管理層股東及其各自聯繫人（定義見GEM上
市規則），概無於可與本集團業務相競爭或可能會相競爭的業務持有權益或並無擁有與
本集團衝突的任何其他利益。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內，一直遵守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附錄15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之規定。

遵守GEM上市規則第5.48條至5.67條

於九個月期間內，本公司一直按照不遜於GEM上市規則第5.48條至5.67條所載交易之所
規定的標準條款，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應用守則。在對全體董事作出指定之諮詢後，
在九個月期內，本公司董事已遵守該等應用守則及交易之所需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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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28至5.33條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七日成立審核委員會
（「委員會」）。委員會主要職責(i)就集團審計範圍內的事項擔任董事會與集團核數師之間
的重要橋樑及(ii)負責檢討集團外部審核工作，以及內部監控與風險評估等方面的效能。
現時委員會由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陳紹源先生、郭萬達博士及蔣白俊先生組成。委員會
已審閱本集團九個月期內之財務報表，並認為該報表的編製符合適用的會計準則及聯交
所和法律規定，並已作出足夠的披露。

買賣或贖回證券

於九個月期內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概無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任何股份。

其他重要事項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五日及二零二零年十月十九日，深圳市速必拓網絡科技有限公司
（速必拓）與本公司訂立合併協議及補充協議，擬由速必拓以吸收合併本集團方式對本集
團進行附前提條件私有化。有關私有化建議的詳情，請參閱二零二零年十月十九日之聯
合公告。

承董事會命
董事長
張雲霞

中國，深圳
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三日

於本報告日期，董事會由六名董事組成，包括執行董事張雲霞女士及董衛屏先生；非執
行董事李瑞傑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陳紹源先生、郭萬達博士及蔣白俊先生。

本報告將由刊登日期起最少七日載於GEM網站www.hkgem.com「最新公司公告」網頁及
本公司網站www.powerleader.com.cn。

http://www.powerleader.com.cn
http://www.hkgem.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