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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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之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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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全部或任何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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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PUR INTERNATIONAL LIMITED
浪潮國際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596）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半年度業績公佈

浪潮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呈報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

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未經審核綜合

業績」）連同二零一八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本公司核數師未審閱此等中期業

績，但此等中期業績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財務摘要：

－ 營業額較二零一八年同期增長 24.7%至約 1,391,174,000港元（二零一八年重

列：1,115,311,000港元）。

－ 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 113,236,000港元（二零一八年重列：

135,491,000港元）。

－ 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每股基本盈利約 9.94港仙（二零一八年重列：12.40

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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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未經審核）

附註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營業額 3 1,391,174 1,115,311

銷售成本 (878,014) (706,955)
  

毛利 513,160 408,356

其他收入 4 70,802 92,374

其他收益及虧損 23 (87)

減值虧損，轉回之淨值 11 (18,063) (2,750)

行政費用 (277,134) (241,519)

銷售及分銷成本 (198,051) (159,470)

財務費用 (1,027) (13,504)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 424 8,702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溢利 21,256 65,861

應佔一間合營公司（虧損）溢利 1,931 (4,467)
  

除稅前溢利 113,321 153,496

所得稅開支 5 (1,639) (3,171)
  

年內溢利 6 111,682 150,32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 113,236 135,491

非控股權益應佔年內溢利 (1,554) 14,834
  

每股盈利

 －基本（港仙） 8 9.94 12.40
  

 －攤薄（港仙） 9.77 12.38
  



– 3 –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年內溢利 111,682 150,325

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從物業、廠房及設備轉移至投資物業後之重估收益 17,323 —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及一間合營公司其他全面（開支）收益 (695) —

換算為呈報貨幣而產生的匯兌差額 2,482 (57,314)
  

130,792 93,011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130,792 93,011
  

應佔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28,569 79,460

 －非控股權益 2,223 13,551
  

130,792 93,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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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未經審核）
附註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75,870 505,430

 投資物業 895,787 826,697

 預付租賃付款 — 56,773

 使用權資產 66,538 —

 其他無形資產 41,576 19,986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權益工具 40,815 40,849

 聯營公司權益 320,387 299,715

 合營公司權益 98,616 96,796

 附屬公司權益之預付款 — 19,358

 遞延稅項資產 1,132 —

 商譽 10,242 —
  

1,950,963 1,865,604
  

流動資產

 存貨 13,140 16,194

 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9 344,273 281,149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債務工具 18,076 32,129

 預付租賃付款 — 1,445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124,547 76,556

 合同資產 10 263,398 191,885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按公平值

  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33 34

 應收最終控股公司款額 9 7,813 5,368

 應收同集團附屬公司款額 9 281,596 323,562

 已抵押銀行存款 9,008 22,589

 銀行結餘及現金 758,172 865,181
  

1,820,056 1,816,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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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未經審核）
附註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款 12 260,343 180,653

 其他應付賬款、已收按金及應計開支 386,261 482,274

 合同負債 478,100 511,281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款額 12 1,461 1,079

 應付同集團附屬公司款額 12 50,354 76,132

 遞延收入－政府補助 94,282 45,317

 應繳稅項 26,594 20,986

 租賃負債－流動 6,015 —
  

1,303,410 1,317,722
  

流動資產淨額 516,646 498,37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467,609 2,363,974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收入－政府補助 31,006 79,307

 遞延稅項負債 222,923 231,570

 租賃負債 8,683 —
  

262,612 310,877
  

2,204,997 2,053,097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3 11,389 11,389

 儲備 2,138,804 2,042,55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2,150,193 2,053,941

非控股權益 54,804 (844)
  

權益總額 2,204,997 2,053,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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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報表（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其他儲備 特殊儲備 購股權儲備匯兌儲備 重估儲蓄 合併儲備 保留溢利 小計 非控股權益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a） （附註 b）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9,527 1,034,431 (132,197) 92 9,427 125,092 84,395 16,236 775,782 1,922,785 (100,581) 1,822,204
            

年內溢利 — — — — — — — — 135,491 135,491 14,834 150,325

其他全面收益 — — — — — (56,031) — — — (56,031) (1,283) (57,314)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 (56,031) — — 135,491 79,460 13,551 93,011
            

非控股權益注資 — — — — — — — — — — 10,261 10,261

已付股息 — — — — — — — — (28,582) (28,582) — (28,582)

確認以股權結算股份
 支付之付款 — — — — 6,780 — — — — 6,780 — 6,780

            
— — — — 6,780 (56,031) — — 106,909 57,658 23,812 81,470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9,527 1,034,431 (132,197) 92 16,207 69,061 84,395 16,236 882,691 1,980,443 (76,769) 1,903,674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11,389 1,561,333 (392,546) 92 56,344 21,059 106,827 (380,797) 1,070,240 2,053,941 (844) 2,053,097
            

年內溢利 — — — — — — — — 113,236 113,236 (1,554) 111,682

其他全面（開支）收益 — — — — — 2,169 13,164 — — 15,333 3,777 19,110
            

年內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 — — — — 2,169 13,164 — 113,236 128,569 2,223 130,792
            

非控股權益注資 — — — — — — — — 8,083 8,083 14,708 22,791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 — — — — — — — — — — 38,717 38,717

已付股息 — — — — — — — — (45,557) (45,557) — (45,557)

確認以股權結算股份
 支付之付款 — — — — 5,157 — — — — 5,157 — 5,157

            
— — — — 5,157 2,169 13,164 — 75,762 96,252 55,648 151,900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11,389 1,561,333 (392,546) 92 61,501 23,228 119,991 (380,797) 1,146,002 2,150,193 54,804 2,204,997
            

附註：

(a) 其他儲備產生自收購附屬公司部分權益，當中並無牽涉控制權變動。

(b) 本集團特殊儲備指附屬公司股份面值與本公司股份二零零三年上市前重組時就收購所發行本公

司股份的面值兩者之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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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現金流量報表（未經審核）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營運業務所得現金淨額 (108,921) (47,282)

投資業務（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23,434 3,845

融資業務所用現金淨額 (22,127) (52,732)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減少）增加淨額 (107,614) (96,169)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865,181 1,391,022

外匯匯率改變之影響 605 (8,453)
  

年終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銀行結餘及現金 758,172 1,28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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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

 浪潮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為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公眾有限公司，其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浪潮海外投資有限公司（「浪

潮海外」）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成立的公司浪潮集團有限公司（「浪潮集團」）分別為本公

司直接控股公司及最終控股公司。

 本公司的功能貨幣為人民幣（「人民幣」）。由於本公司股份在聯交所上市，為方便綜合財務報表

的使用者，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呈列。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附屬公司（與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業務為軟件開發、雲服務和物

聯網。

2. 主要會計政策

 綜合財務報表以歷史成本法編製，惟按公平值計量的投資物業及金融工具（倘適用）除外。

 除因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而導致的會計政策變動外，截

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本集團截至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呈列者一致。



– 9 –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就編製本集團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

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此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

始的年度期間強制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 租賃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所得稅處理的不確定性

 －詮釋第 23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修訂本） 具負補償之提前還款特徵

香港會計準則第 19號（修訂本） 計劃修改、縮減或結算

香港會計準則第 28號（修訂本）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的長期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七年週期之

  年度改進

 除上文所述者外，本期間採用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本期間及過往期間

之財務表現及財務狀況以及此等綜合財務報表之披露內容並無重大影響。

3. 收入及分部資料

 下文載列本集團按可呈報經營分部劃分之收入及業績的分析。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雲服務 管理軟件
物聯網

解決方案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160,569 1,043,512 187,093 1,391,174
    

分部溢利 (45,197) 143,101 6,224 104,128
   

未分配的其他收入、
 收益及虧損淨額 32,209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 424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21,256

應佔合營公司虧損 1,931

股份支付 (5,157)

未分配的行政費用 (22,777)

減值虧損，轉回之淨值 (18,063)

財務費用 (630)
 

除稅前溢利 113,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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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及分部資料－續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雲服務 管理軟件

物聯網

解決方案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78,575 900,323 136,413 1,115,311
    

分部溢利 (23,116) 113,556 2,969 93,409

   

未分配的其他收入、

 收益及虧損淨額 26,700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 8,702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65,861

應佔合營公司虧損 (4,467)

股份支付 (6,780)

未分配的行政費用 (25,346)

減值虧損，轉回之淨值 (2,750)

財務費用 (1,833)
 

除稅前溢利 153,496

 

4. 其他收入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其他收入：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2,663 3,988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利息收入 5,706 17,416

增值稅退稅 29,257 33,080

政府補貼及補助 3,087 13,491

租金收入 29,746 24,263

其他 343 136
  

70,802 92,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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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開支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即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 3,867 2,225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中國企業所得稅 (2,068) 382

遞延稅項 (160) 564
  

1,639 3,171

  

6. 期內溢利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年度溢利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確認為銷售成本開支的存貨成本 166,384 121,939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3,577 18,435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1,873 1,092

  

7. 股息

 董事會建議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不派發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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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及下列股份數目計

算：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113,236 135,491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股份數目 千股 千股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採用之普通股數目 1,138,921 1,092,537

因未行使購股權導致攤薄潛在普通股的影響 20,281 2,010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所採用之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 1,159,202 1,094,547

  

*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所採用之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已就

假設天元通信收購事項已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完成而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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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以下為根據發票日期（與收入確認日期相若）呈列的貿易應收賬款（扣除呆賬撥備）的賬齡分析。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 30日 163,111 182,716

31至 60日 32,016 22,607

61至 90日 10,658 4,574

91至 120日 30,934 10,763

121至 180日 34,145 19,187

180日以上 73,409 41,302
  

344,273 281,149

  

 以下為於呈報日期就採購貨品及服務應收同集團附屬公司及最終控股公司款額的賬齡分析。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同集團附屬公司款額

0至 30日 90,035 277,475

31至 60日 45,238 7,630

61至 90日 23,165 8,077

91至 210日 102,480 11,757

210日以上 20,678 18,623
  

281,596 323,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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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續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最終控股公司款額

0至 30日 3,281 520

31至 60日 — 6

61至 90日 — —

90日以上 4,532 4,842
  

7,813 5,368

  

10. 合同資產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軟件開發 263,398 191,885

  

11. 須應用預期信貸虧損（「預期信貸虧損」）模式之金融資產及其他項目的減值評估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就以下各項確認╱轉回減值虧損

 貿易應收賬款 7,138 965

 合同資產 9,349 1,676

 其他應收賬款 1,576 109
  

18,063 2,750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所用的釐定輸入數據以及假設及估

計方法的基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用基準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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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賬款

 以下為貿易應付賬款根據發票日期呈列的賬齡分析。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賬款

0至 30日 52,830 30,106

31至 60日 7,063 18,318

61至 90日 8,642 4,734

90日以上 191,808 127,495
  

260,343 180,653
  

 以下為於呈報日期就採購貨品及服務應付同集團附屬公司及最終控股公司款額的賬齡分析。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同集團附屬公司款額

0至 30日 2,707 38,112

31至 60日 5,874 13,527

61至 90日 346 397

90日以上 41,427 24,096
  

50,354 76,132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款額

0至 30日 293 98

31至 60日 22 —

61至 90日 13 —

90日以上 1,133 981
  

1,461 1,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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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本公司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股 千股 千港元 千港元

每股 0.01港元之普通股：

法定 2,000,000 2,000,000 20,000 20,000

    

於年初 1,138,921 952,736 11,389 9,527
    

於年末 1,138,921 952,736 11,389 9,527

    

14. 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計量

 按經常性基準以公平值計量之本集團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公平值

 為財務報告而言，若干本集團金融工具按公平值計量。下表載列有關如何釐定該等金融資產的

公平值的資料（尤其是所使用的估值技術及輸入數據）。

於以下日期的公平值 

金融資產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公平值等級 估值技術及主要輸入數據  

千港元 千港元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

 收益之權益工具 40,815 40,849 第三級 市場比較法

－ 按此方法，資產的公平值

參考類似資產的交易資料。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

 收益之債務工具 18,076 32,129 第二級 折現現金流量

－ 未來現金流量按反映各交

易方信貸風險的利率折現。

 按攤銷成本入賬之金融工具之公平值

 董事認為，於此等綜合財務報表按攤銷成本入賬之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

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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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關聯人士交易╱結餘

 除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所披露的應收及應付關聯人士款項外，若干交易根據香港交易所上市規

則第 14A章亦構成關連交易，本集團於期內訂立以下關聯人士交易：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供應交易 (i) 35,602 14,843

銷售代理交易

 (1)累計交易金額 (ii) 372,962 176,843

 (2)相關佣金金額 3,719 1,769

採購交易 (iii) 19,032 18,972

公共服務交易 (iv) 5,794 6,163

租賃服務交易 (v) 27,329 20,994

  

附註：

(i) 本集團按市場價供應貨品及服務予浪潮集團。

(ii) 本集團委聘浪潮集團擔任本集團產品及服務銷售之銷售代理，浪潮集團收取不高於產品與

服務銷售總值 1%之佣金。

(iii) 本集團將向浪潮集團採購電腦軟硬體產品。浪潮集團將供應之電腦產品及配件之單價，將

由訂約方參照該等產品於有關時間當時之市價協定。

(iv) 浪潮集團將就使用房產向本集團提供公共服務，按正常商業條款及公平原則或按不遜於浪

潮集團向其他方提供或其他方向本集團提供同類服務條款磋商。

(v) 本集團將物業向浪潮集團提供租賃服務（租賃服務），收費乃按正常商業條款及公平原則或

按不遜於向其他方提供同類服務條款磋商。



– 18 –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回顧期內，本集團的收入主要來自中國業

務，並以人民幣計值，由於回顧期內的平均折算匯率貶值，以港元計算的營業額受

損約 6.5％。同時於上年度七月完成收購浪潮天元通信，本報告期對去年同期的報表

進行了重述。

儘管經濟環境不樂觀，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營業額實現新高，浪潮

國際在雲轉型上取得新突破。報告期內，本集團收入較去年同期增加約 24.7%，毛

利較去年同期增加約 25.7%。

(1) 來自雲服務收入大幅度增長

本報告期內，集團錄得營業額為 1,391,174,000港元（二零一八年重列：

1,115,311,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24.7%。其中來自雲服務收入為

160,569,000港元（二零一八年重列：78,575,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

104.4%；管理軟件的收入為 1,043,512,000港元（二零一八年重列：900,323,000

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 15.9%；來自物聯網解決方案收入為 187,093,000港元

（二零一八年重列：136,413,000港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長 37.2%。雲服務業務

收入佔本集團收入的比重為 11.5%，成為收入的新增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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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業務毛利大幅度增長

本報告期內，經營業務錄得毛利為 513,160,000港元（二零一八年重列：

408,356,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 25.7%。整體毛利率提高到 36.9%（二零

一八年重列：36.6%），毛利率同比增加的主要原因為：1）高毛利率的雲服務收

入佔比上升，帶動整體毛利率增長；2）儘管市場競爭仍激烈，但受益於交付效

率的提升，管理軟件業務毛利率穩定提升。

(3) 分銷成本及行政費用得到有效管控

本報告期內，銷售及分銷成本及行政費用為 475,185,000港元（二零一八年重

列：400,989,000港元），較去年增加 18.5%，主要是因為積極的發展雲服務業

務，同時增加研發及銷售人員，擴大市場規模，本集團整體人力費用增加。

(4) 經營業務其他收入、其他淨收益和虧損

本報告期內，其他收入、其他收益和虧損為 70,825,000港元（二零一八年重列：

92,287,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 23.3%。主要因：1）由於支付收購浪潮天元

通信代價後，本集團貨幣資金同比減少，銀行利息收益約 8,369,000港元（二零

一八年重列：21,404,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 60.9%；2）因稅務改革，導致

報告期內軟件退稅約 29,257,000港元（二零一八年重列：33,080,000港元）減少

約 11.6%；3）已確認來自政府的補助撥款收入約 3,087,000港元（二零一八年重

列：13,491,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 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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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公司主營業務利潤增加

本報告期內，本公司主營業務利潤約為 104,128,000港元（二零一八年重列：約

93,409,000港元）較去年同比增加約 11.5%，主要因：1）管理軟件業務經營利潤

為 143,101,000港元（二零一八年重列：約 113,556,000港元）較去年同比增加約

26%；2）雲服務業務繼續錄得虧損，抵消部分管理軟件業務的增加幅度。

(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保持平穩

本報告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 113,236,000港元，較重述之去年同

期溢利 135,490,000港元減少約 16.4%，主要因：1）本報告期內受經濟環境等因

素影響，來自聯營及合營公司投資收益約為 23,188,000港元（二零一八年：約

61,394,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 62%；2）主營業務利潤增加，抵減部分減少

幅度。

每股基本盈利為 9.94港仙（二零一八年重列：12.40港仙）及攤薄後每股盈利為

9.77港仙（二零一八年重列：12.38港仙）。

(7) 財務資源及流動性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為2,150,193,000港元（二零

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053,941,000港元）。流動資產為1,820,056,000港

元，其中主要為銀行存款和現金結餘758,172,000港元，主要為人民幣存款。

流動負債為 1,303,410,000港元，主要包括應付帳款、應付票據、其他應付帳

款及應計開支。本集團的流動資產約為流動負債的 1.40倍（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1.38倍）。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銀行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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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採購及銷售主要以美元及人民幣計值。本集團並無使用任何衍生工具以對

沖其貨幣風險。董事相信，在本集團財務狀況穩健之情況下，本集團將可應付其到

期的外匯負債。本公司功能貨幣為人民幣，報表採納港幣為呈現貨幣，本報告期受

人民幣對港幣的折算匯率影響，導致呈現在報表的數據變動幅度小於經營業務的實

際變動。

資本架構

本集團主要以股東資金、內部產生資金及經營業績作為其經營業務的資金。

僱員資料

截止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 4,942名僱員。本報告期內，經營業務項下

的僱員薪酬總額（包括董事薪酬及強制性公積金供款）約為 525,248,000港元。

根據本集團制訂的經管理層審查的全面的薪酬政策，根據僱員之表現、經驗釐定僱

員薪酬。本集團參考公司及個別員工之表現向合資格員工授予基本薪金以外之酌情

花紅及購股權。此外，本集團亦向員工提供強制性公積金計畫及醫療保障計。公司

亦為及為管理人員和其他僱員投資繼續教育及培訓項目，以不斷提升他們的技能及

知識。

資產抵押

截止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行存款約 9,008,000港元被質押（二零一八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22,589,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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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報告期內，本集團順應企業數字化轉型需求，圍繞「雲+數+AI」，利用雲計算、大

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及區塊鏈等新技術，全面加速升級管理軟件產品和雲服

務，以浪潮雲ERP作為企業轉型升級的新動能，旨在助力客戶打造智慧企業。

報告期內，本集團加快向雲轉型，推出HCM Cloud 3.0、PS Cloud 2.0等雲產品，

成立數字化轉型推進聯盟，攜手合作夥伴引領企業數字化轉型。報告期內，本集團

深化大客戶經營，簽約中國林業、廣州自來水、中鐵高新工業、天津能源、南山控

股、中通快遞、北汽股份、東浩蘭生、濰柴動力等客戶。2019年，本公司榮獲中國

財務雲首選供應商，PS Cloud、雲會計分別獲得「工信部工業互聯網APP優秀解決

方案」、「2019年度中小企業財務SaaS雲服務值得信賴產品」等大獎。企業應用軟件

競爭力穩居國內前二，品牌和市場影響力進一步提升。

一、 雲服務業務

本集團面向不同規模的企業提供全面的雲服務，賦能浪潮夥伴和企業，提升

雲時代的核心競爭力。報告期內，雲服務業務收入實現高速增長，實現收入

160,569,000港元，同比增長 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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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型企業市場

報告期內，面向大型企業市場，公司持續優化大型企業數字化平台GS Cloud，

加大推廣財務雲、資金雲、人力雲、採購雲、協同雲、差旅雲、稅管雲、營銷

雲等產品，推動大型企業數字化轉型。

報告期內，公司響應企業人力資源服務化轉型趨勢，發佈新版全 SaaS人力雲

(HCM Cloud3.0)，產品融合多項AI技術，基於業務場景設計、行業特性化設

計，內置人力資源分享框架，滿足集團企業的大規模應用。報告期內，人力雲

新簽約魯南製藥集團、珠江啤酒、中牧實業等新企業，累計註冊使用者 220萬。

報告期內，公司採購雲 (iGo Cloud)不斷優化內外服務，加快推進產品的選代研

發。

本報告期，公司進一步升級智慧企業協同雲平台雲+，支持跨企業的溝通交

流，上線企業雲盤、智能客服、任務督辦等應用，發佈桌面版。報告期內，雲

+新簽約上海建工、廣州自來水等新客戶，累計註冊使用者超過 27萬。IDC發

佈《2018年下半年中國企業團隊協同軟件市場跟蹤報告》顯示，在中國企業團隊

協同軟件SaaS模式市場，浪潮雲+位列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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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長型企業市場

報告期內，面向成長型企業市場，公司推出新一代開源雲ERP產品PS Cloud 

V2.0。該產品包括標準SaaS應用、開源PaaS開發平台和行業雲解決方案，形

成了財務、供應鏈等強應用。同時已簽約銷售、交付、諮詢、微服務等合作夥

伴數量 300+，新簽華富洋、歐汶萊、新華聯等行業頭部企業，註冊用戶數量超

3.2萬，入選工信部工業互聯網APP優秀解決方案，獲評SaaS客戶高滿意度品

牌等榮譽。

(3) 小微企業市場

報告期內，在小微企業市場，公司完成了浪潮易雲在線行業專版、增值工具，

並與多家銀行合作，為小微企業提供一站式雲服務智能財稅金融解決方案。報

告期內，浪潮易雲在線平台數累計突破 135萬用戶，，榮獲「2018山東十大服務

品牌」、「2019年度中小企業財務SaaS雲服務值得信賴產品」等多項大獎。

二、 管理軟件業務

報告期內，本集團的管理軟件業務覆蓋行業和客戶群得到進一步擴展。公司充

分利用在財務共享、智能製造、企業大數據、網絡運營支撐系統 (OSS)等領域

的產品優勢，持續推動大型企業集團客戶在數字化轉型和管理上創新，2019年

上半年錄得收入 1,043,512,000港元，同比增長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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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緊抓國內共享服務熱點，發佈集成開放平台，打造財務中台，增強財務

共享與異構業務系統、財務系統的集成能力；提升產品智能度，新增核銷應收

應付、對賬等多個機器人處理場景，並融入大數據分析，發佈財務共享中心看

板。幫助集團企業客戶縱向加強對下屬運營單位的管控力度，橫向實現財務業

務一體化，為實現有效監管和管理決策提供強有力的技術支撐。

報告期內，公司基於新一代智能製造整體解決方案「智造+」和製造運營管理

(MOM)產品，為製造業提供更好的智能製造服務。報告期內本集團被評為智能

製造優秀服務單位，智能製造產品也榮獲「2018-2019中國企業信息化市場年度

最佳解決方案」。

報告期內，公司發佈企業智能化開放創新平台EA企業大腦 3.0，融合人工智

能、大數據等新 IT技術，根據規則驅動ERP等系統自動啟動業務流程，推動企

業實現自動化、智能化升級，並在正通煤業等客戶成功應用。報告期內，由浪

潮牽頭組建的智慧企業應用推進組入選新一代人工智能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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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潮天元通信進一步深耕電信運營商業務，業務由網絡運營支撐系統 (OSS)和

運維服務，進一步拓展到電信運營商等專業公司。客戶不但覆蓋了中國移動、

中國聯通、中國電信及中國鐵塔的總部及 31個省級公司，同時新簽中移物聯

網、中移咪咕公司、中移線上等公司及電信運營商產業研究院；受益於電信運

營商發展產業互聯網業務的迫切需求，浪潮天元通信的軟件業務將不斷擴展和

延續，實現軟件業務收入穩定增長。

三、 物聯網解決方案業務

報告期內，本集團的物聯網解決方案業務主要覆蓋糧食行業和通信行業，實現

收入 187,093,000港元，同比增長 37.2%。

面向糧食及農業行業，本集團向各級糧食主管部門和大、中、小、微不同規模

的涉糧企業、糧庫提供智慧糧食整體解決方案。報告期內，推出智能糧倉機器

人等產品。累計中標國家糧食和物資儲備局大清查系統、黑龍江省儲備糧管理

有限公司智能糧庫系統、上海良友（集團）有限公司上海市市級儲備糧庫智能化

升級改造項目等大型糧食行業項目。與收購鄭州華糧科技（中華糧網）業務整合

進展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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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通信行業，在報告期內，基於「連接+場景」，本集團進一步推動了與中移

物聯網公司的合作，從承載物聯網業務的數據中心、平台、數據、應用展開全

面合作，面向各省份以及多個行業企業提供傳統產業數字化，面向新行業企業

提供數字產業化的合作運營支撐服務，利用電信運營商的網絡連接，結合浪潮

雲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整合海量多源異構數據，提供智能化端到

端的行業應用服務；隨著 5G時代的到來，「連接+場景」的服務將會在更多的行

業得到應用，電信運營商開闢政務、企業市場的需求更加迫切，與運營商的合

作範圍會進一步的加大，合作力度會一步加深，市場前景充滿想像。

商業規劃

二零一九年，公司將強化高端優勢，在雲轉型中加快發展，加大投入打造雲ERP產

品平台，深化大客戶運營，鞏固高端優勢。同時，加快向雲轉型，大幅提升雲業務

佔比，助力企業上雲上平台，打造企業數字化轉型新引擎。於未來，依託母公司浪

潮集團具有 IaaS-Paas-SaaS全覆蓋的產業佈局以及浪潮品牌影響力，聯合更多合作

夥伴一起不斷打造新技術、新應用、新模式，以大數據和AI發展企業大腦，助力智

慧企業建設。在可見的未來本集團成為中國企業管理軟件與雲服務的領導廠商。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

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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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性權益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內，概無本公司董事、行政總裁、主要股

東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定義見上市規則）於與本集團之業務競爭或可能會競爭之業

務中擁有任何權益。

購股權計畫

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採納新購股權計畫。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一

日，本公司根據 2008年授股權計畫授出 3,000萬份購股權予本集團若干僱員及董

事，有關購股權持有人可按行使價每股 2.06港元認購本公司股份。於二零一八年十

月十六日，本公司根據 2008年授股權計畫授出 3,000萬份購股權予本集團若干僱員

及董事，有關購股權持有人可按行使價每股 3.16港元認購本公司股份於本報告期

末，根據購股權計畫可供發行及尚未行使的股份數目為 2,560萬股。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依照上市規則之書面職責範圍成立審核委員會。該審核委員會主要負責審

閱及監督本集團之財務申報過程及內部監控制度。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

事黃烈初先生、張瑞君女士及丁香乾先生組成。黃烈初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主席。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報告，並己就報告提供建議及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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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已遵守主機板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之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守則」），惟以下偏離情況除外：

（一） 守則條文第A.6.7條，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須出席股東周年大會，

並對股東之意見有公正的瞭解。部分獨立非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事因公差無法

出席股東周年大會。本公司未來將適當安排會議時間以符合守則條文A.6.7條。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主機板上市規則附錄 10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

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本公司經向所有董事明確查詢後，獲確認所有董

事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均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訂之標準。

承董事會命

浪潮國際有限公司

主席

王興山

香港，二零一九年八月十六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王興山先生、李文光先生及靳小州先生；非執行董事董海

龍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黃烈初先生、張瑞君女士及丁香乾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