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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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表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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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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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經審核綜合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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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收入  2&3  971,659  891,082 

銷售成本    (679,430)  (610,857) 

       
毛利    292,229  280,225 

其他收入 

 

 

 4  94,146  100,378 

其他淨收益及虧損 

 

 4  3,411  4,211 

行政費用    (284,831)  (274,134) 

銷售及分銷成本    (160,983)  (140,640) 

其他無形資產減值    -  (12,964)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虧損）    59,113  (18,821) 

應佔合营公司虧損    (15,385)  (7,177) 

       
除稅前虧損    (12,300)  (68,922) 

所得税开支  6  (11,897)  (2,268) 

       
持續經營業務年內虧損    (24,197)  (71,190) 

       
已終止業務       

已終止業務年內溢利  11  22,896  974 

年內虧損    (1,301)  (70,21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虧損)溢利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22,570)  (70,074) 

-來自已終止業務    22,896  97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虧損)    326  (69,100) 

       非控股權益應佔年內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1,627)  (1,116) 

-來自已終止業務    -  - 

非控股權益應佔年內虧損    (1,627)  (1,116) 

       
年內虧損    (1,301)  (70,216) 

       
每股盈利(虧損)  7     

來自持續經營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基本    0.04 港仙  (7.66港仙) 

       

－攤薄    0.04 港仙  (7.66港仙)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7     

－基本    (2.50 港仙)  (7.77港仙) 

       
－攤薄    (2.50 港仙)  (7.77港仙) 

       
        



 

 

 

 

3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年內虧損    (1,301)  (70,216) 

其他全面開支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為呈報貨幣而產生的匯兌差額 

 
   (68,693)  (7,693) 

應佔聯營公司和合營公司的匯兌差額    (17,646)  (2,681) 

年內全面開支總額 

 

   (87,640)  (80,590) 

       
應佔全面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85,862)  (79,437) 

非控股權益    (1,778)  (1,153) 

       

    (87,640)  (80,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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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505,788  522,449 

投資物業    269,255  10,518 

預付租賃款項    35,564  38,503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按金    -  71,152 

其他無形資產    -  - 

可供出售之投資    21,454  22,669 

聯營公司權益    127,679  95,640 

合營公司之權益    166,024  172,666 

    1,125,764  933,597 

       
流動資產       

存貨    1,945  55,648 

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9  116,198  375,395 

預付租賃款    874  924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51,108  69,085 

應收客戶合約工程款    26,073  28,344 

應收委託貸款    -  139,598 

應收最終控股公司款額    1,166  36,036 

應收同集團附屬公司款額    143,833  241,554 

可收回稅項    -  113 

已抵押銀行存款    14,994  29,537 

銀行結餘及現金    1,095,218  1,015,994 

    1,451,409  1,992,228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10  134,164  302,047 

其他應付賬款、已收按金及應計開支    470,169  393,287 

應付客戶合約工程款額    117,858  253,034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款額 

  

   1,095  2,781 

應付同集團附屬公司款額    43,592  65,121 

遞延收入-政府資助    12,118  16,884 

應付稅項    10,425  9,798 

    789,421  1,042,952 

流動資產淨額    661,988  949,27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787,752  1,882,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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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續） 
 

    二零一五

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收入 － 政府補助    28,074  27,698 

遞延稅項負債    19,753  20,619 

    47,827  48,317 

    1,739,925  1,834,556 

       
       
股本及儲備       
股本    9,015  9,015 

儲備    1,729,745  1,822,598 

       
母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股權    1,738,760  1,831,613 

非控股權益    1,165  2,943 

       
權益總額    1,739,925  1,834,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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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

製。此外，綜合財務報表載有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規定之相關披露。綜

合財務報表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按公平值計算之若干金融工具除外。 

 

採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首次採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 界定福利计划：雇员供款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期间香港财务报告准则之年度改进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期间香港财务报告准则之年度改进 

 

未提早採納已公布的新準則、新詮釋及對現有準則之修訂  

下列為與集團有關之已公布新準則、新詮釋及對現有準則之修訂，本集團並未提早採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              金融工具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4 號             監管遞延賬目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             客戶合同收入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 號（修訂本）   收購共同經營權益的會計法
3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修訂本）        披露計劃
3
  

香港會計準則第 16 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 38 號（修訂本）       折舊及攤銷的可接受方法的澄清
3
 

香港會計準則第 16 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 41 號（修訂本）       農業：結果實的植物
3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 號（修訂本）       獨立財務報表中使用權益法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 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 28 號（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或合營公司之間的資產出售
4
 

 

香港會計準則第 10 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2 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8 號（修訂本）   投資主體：應用合併豁免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订                2012–2014 週期年度改進項目
3
 

 

附註：  

(1)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財務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首个年度根据香港财务准则编制的的財務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財務期間生效 

(4) 生效日期有待確定 

 

本集團正對此等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影響作出評估，並初步認為此等新訂及經修訂的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將不會對本集團下一年度的財務報表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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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入 

 

持續經營業務 

收入指軟件開發合約和軟件外包合約產生的收入。本集團本年度收入之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軟件開發合約收入  （經重列） 

  －銷售的 IT 周邊產品及軟件 219,509 186,874 

  －軟件開發 475,527 454,286 

軟件外包合約收入 276,623 249,922 

 971,659 891,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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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本集團之可呈報經營分部如下： 

1. 軟件開發及解決方案 

2. 軟件外包 

 

2015 年已經終止兩類業務：（1）自助銀行設備開發及相關軟件和服務（“金融業務”）；

（2）電信系統網路開發和系統集成服務（“電信業務”）其包括在分類 1中。分部資料

中不包括這些已終止業務的金額，其詳情在附注 11 中披露。比較資料中也已將金融業務

和電信業務重列在已終止業務。 

 

下文載列本集團按可呈報經營分類劃分收入及持續經營業務的分析。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持續經營業務 

 軟件開發和

解決方案 
軟件外包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695,036 276,623 971,659 

    
分部溢利（虧損）    5,260 (13,262) (8,002) 

    
其他收入，淨收益及虧損   3,974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59,113 

應佔合营公司虧損   (15,385) 

中央行政開支   (52,000) 

    
除稅前虧損（持續經營業務） 

   (12,300)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軟件開發和

解決方案 
軟件外包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641,160 249,922 891,082 

    
分部溢利（虧損）   (49,539) 14,937 (34,602) 

    
其他收入，淨收益及虧損   1,583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18,821) 

應佔合营公司虧損   (7,177) 

中央行政開支   (9,905) 

    
除稅前虧損（持續經營業務） 

   (68,922) 

註:以上年度的分類收入均來自外部客戶銷售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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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續） 

分部資產及負債 

 

下文載列本集團可呈報經營劃分之資產及負債的分析︰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軟件開發和

解決方案 
軟件外包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分部資產 282,685 79,491 362,176 

    
物業，廠房及設備 

投資物業 

聯營公司權益 

合营公司權益 

銀行結餘及現金 

  505,788 

269,255 

127,679 

166,024 

1,095,218 

預付租賃款   36,438 

其他未分配資產   14,595 

    
綜合資產總額   2,577,173 

    負債    

分部負債 577,076 84,804 661,880 

應付稅款 

遞延稅務負債 

其他未分配負債 

  10,425 

19,753 

145,190 

綜合負債總額   837,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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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續） 

分部資產及負債（續）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经重列） 

 

 軟件開發和

解決方案 
軟件外包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分部資產 551,442 91,116 642,558 

    
物業，廠房及設備 

投資物業 

聯營公司權益 

合营公司之權益 

銀行結餘及現金 

  518,980 

10,518 

95,640 

172,666 

956,136 

預付租賃款   39,427 

已終止業務相關資產   393,354 

其他未分配資產   96,546 

    
綜合資產總額   2,925,825 

    負債    

分部負債 630,472 60,366 690,838 

應付稅款 

遞延稅務負債 

已終止業務相關負債 

其他未分配負債 

  7,732 

20,619 

327,350 

44,730 

綜合負債總額   1,091,269 

 

 

其他分部資料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持續經營業務计量已分類溢利或分類資產時計入的款項： 

          

  軟件開發和

解決方案 
 軟件外包 

 合計   
未分類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添置物业，厂房及设备  -  -  -   176,440  176,44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  -  -   23,469  23,469 

投資物業折舊  -  -  -   5,523  5,523 

其他已付款租賃款攤銷  -  -  -   456  456 

呆壞賬撥備  3,636  -  3,636   -  3,636 

呆壞賬撥備撥回  (328)  -  (328)   -  (328) 

應收客戶工程款額減值虧損  6,651  -  6,651   -  6,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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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部資料（續） 

主要经营决策者定期所获提供但於计量分部溢利或分部资产时并未计入且并无分配至任何经营及可呈报分类的款

项如下： 

  千港元 

 
 聯營公司之權益 127,679 

 合營公司之權益 166,024 

 應佔聯營公司之溢利 59,113 

 應佔合營公司之虧損 (15,385)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经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持續經營業務计量已分類溢利或分類資產時計入的款項 

          

  軟件開發和

解決方案 
 軟件外包 

 合計   
未分類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  -  -   300,084  300,084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  -  -   15,958  15,958 

投資物業折舊  -  -  -   321  321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  3,705  3,705   -  3,705 

呆壞賬撥備  24,250  -  24,250   -  24,250 

呆壞賬撥備撥回  (2,737)    (2,737)     (2,737) 

應收客户工程款额减值虧損  18,287  -  18,287   -  18,287 

其他無形資產減值虧損  -    12,964  12,964   -  12,964 

             
主要经营决策者定期所获提供但於计量分部溢利或分部资产时并未计入且并无分配至任何经营及可呈报分类的款项如下： 

 

  千港元 

 
 聯營公司之權益 95,640 

 合營公司之權益 172,666 

 應佔聯營公司之虧損 (18,821) 

 應佔合營公司之虧損 (7,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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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部資料（續） 

地區分類 

 

本集團的業務现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所在国，不包括香港）及香港經營業務，軟件

開發外包服務部门提供的若干服务位于其他區域。 

 

下表提供了本集團按市场地區或客户所在地（不論服務来源地）划分之外部客户持續經營

收入之資料。本集团按资产所在地劃分非流動資產（注）的相关资料： 

 

 按外部客戶劃分之收入 非流動資產（注）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香港 - - 18,657 19,122 

中國（不包括香港）（所

在国） 

785,794 728,975 1,082,418 891,361 

其他 185,865 162,107 3,235 445 

 971,659 891,082 1,104,310 910,928 

注： 

 

 

 

 

 

          
注：非流動資產不包括可供出售的投資。 

 

主要客戶資料 

持續經營業務 
 

相關年度中，來自於超過 10%公司收入比例的主要客戶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经重列） 

客户 A
1
. 183,416 156,421 

注： 

 

 

 

 

 

  
 

1. 收入來自軟件外包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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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淨收益及虧損 

    持續經營業務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收入：   (经重列) 

利息收入 26,287  32,195 

委託貸款利息收入 9,525  13,657 

增值稅退稅(備註 1) 49,979  35,647 

政府補貼及補助(備註 2) 3,442  16,375 

來自可出售投資的股息收入 1,092  1,640 

租金收入 3,821  644 

其他 -  220 

 94,146  100,378 

    

其他收益和虧損：    

外匯收入淨額 2,823  18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2)  (103)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備註 3) -  287 

其他 590  3,843 

 3,411  4,211 

    
    以上收入包括来自非上市投资的收入 1,092,000 港元（2014： 1,640,000 港元） 

備註:  

1. 浪潮（山東）電子資訊有限公司（「浪潮山東電子」）和浪潮集團山東通用軟件股份有限公司（「浪

潮通用軟件」）從事自行開發及生產軟件的分銷業務。根據中國現行稅務條例，在中國銷售自行開發軟

件的企業可獲增值稅退稅。 

 2.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3,134,000 港元（二零一四年：16,047,000 港元）爲收取来自中國政

府鼓勵從事高新技術行業集團實體的發展之補貼，集團實體所收取津貼实质上为直接财务資助，幷無相

關日後成本，待获相关政府部门批准后会确认为收入。本集團獲授之津貼幷無其他附帶條件。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308,000 港元（二零一四年：328,000 港元）爲自政府收取的資助，作

爲造福整個社會的部分可行性研究資金。已收取的資助在完成相關可行性研究及獲得相關政府機關批准

後已经確認爲收入。 

 3. 於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本集團與浪潮軟件集團有限公司（“軟件集團”）簽署協定，本集团同

意出售及軟件集團同意收购浪潮商用全部股权，总代价为人民币 30,000,000（相當於 37,433,000 港元）。截

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就有关出售确认收益 287,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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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虧損 

    持續經營業務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虧損經扣除（计入）下列各項：      (经重列)  

        

呆壞賬撥備  3,636    24,250  

呆壞賬撥備撥回  (328)    (2,737)  

應收客戶合約工程款的減值虧損  6,651    18,287  

其他無形資產的減值（備註）  -    12,964  

确认為開支的研發費用  71,793    108,616  

核數師酬金  2,000    2,000  

確認為銷售成本开支中的存貨成本  107,636    79,43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3,469    15,958  

投資物業折舊  5,523    321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包括在销售及分销成本中）  -    3,705  

        

攤銷预付租賃款  912    924  

減：資本化為在建工程的预付租賃款   (456) 

456 

    (924) 

- 

 

        

        

董事酬金  6,789    3,188  

其他員工成本        

薪金及其他福利  460,453    378,416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82,279    72,548  

          

  549,521    454,152  

         

辦公室及員工宿舍之經營租金 

  

21,579 

    

15,634 

 

        備註：在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自在客戶群中客戶產生實際收益低於管理層所預測的收益。因

此，本集團的管理層客戶群確認減值損失 12,964,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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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項 

    持續經營業務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经重列) 

即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 3,525  (295)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中國企業所得稅 9,147  346 

遞延稅項 (775)  2,217 

 11,897  2,268 

 

 

 香港利得稅按稅率16.5%就兩個年度的估計應課稅利潤徵稅。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相關實施細則，中國附屬公司稅率自二零

零八年一月一日起調整為25%。 

 

除浪潮通用軟件外，本集團中國附屬公司的適用中國企業所得稅法定稅率為25%。浪潮通

用軟件獲評定為「高新技術企業」，因此適用稅率15%。該項稅務優惠須每三年在相關中

國稅收機關更新。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年度，本集團全部中國附屬公司已獲批

准享受該項稅收優惠的最新批文。 

 



 

 

 

 

16 

7. 每股盈利(虧損) 

持續經營及已終止業務 

本公司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乃根據下列股份數據計算：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股份數目 千股 千股 

   
   

每股盈利所採用之基本普通股數目 901,536 901,536 

來自期權攤薄之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448 - 

計算每股盈利所採用之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901,984 901,536 

      

   由於期權的行使會減少每股虧損，計算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攤薄

虧損時，幷無假設該等期權已獲行使。 

 

持續經營業務 

本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來自持續經營業務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下列數據計

算： 

   溢利(虧損)數據的計算如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经重列)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年度溢利(虧損) 326 (69,100) 

減：來自已終止業務之本年溢利 (22,896) (974)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所採用之來 
自持續經營業務虧損 (22,570) (70,074) 

      

所用分母与上文所述计算每股基本及摊薄虧損的分母相同。 

 

已終止業務 

來自已終止業務基本每股盈利為2.54港仙（二零一四年：每股0.11港仙）和计算來自已終止

業務稀釋每股盈利為2.54港仙（二零一四年：每股0.11港仙）基于來自已終止業務之本年溢

利22,896,000港元（二零一四年：974,000港元）上述兩個基本及攤薄每股虧損計算使用的分

母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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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內確認已分派之股息：   

二零一四年末期股息：0.03 港元 

（2014：二零一三年末期股息︰0.03 港元）每股 
27,046 27,101 

      
 

董事會已建議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每股末期股息 0.03 港元（二零一四年：末

期股息 0.03 港元），惟須待股東於即將召開的股東周年大會上批准後方可作實。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报告期后，建议年內分派之股息：   

建议二零一五年普通股 901,536（2014：901，536）每股末期股

息：0.03 港元（二零一四年︰每股末期股息 0.03 港元） 
27,046 27,101 

      

9. 貿易應收賬款及应收票据 

 

本集團向客戶提供平均30至210日的信貸期（二零一四年：30至210日）。以下為於呈報期

結算日（與各收益確認日期相若）根據發票日期呈列的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扣除呆

壞賬撥備）的賬齡分析。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 至 30 日 29,525 153,109 

31 至 60 日 5,874 86,534 

61 至 90 日 6,862 23,697 

91 至 120 日 19,356 19,711 

121 至 180 日 6,937 27,249 

180 日以上 47,644 65,095 

 116,198 375,395 

      

10. 貿易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以下為購買商品和接受服務的貿易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於呈報期結算日以發票日為基準

呈列的的賬齡分析。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 至 30 日 36,613 224,293 

31 至 60 日 16,609 40,358 

61 至 90 日 3,095 18,827 

90 日以上 77,847 18,569 

 134,164 302,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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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已終止業務 

    於二零一五年五月三十一日，公司已完成出售浪潮通信業務。出售浪潮通信業務詳情請

參閱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四月十日的公告以及於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五月十四日的通函。於二

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公司已完成出售金融事業部業務。出售金融事業部業務詳情請參閱

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七月九日的公告以及於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八月五日的通函。 

     

二零一五年來自與已終止業務盈利（虧損）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通信公司及金融業務本期實現虧損  (61,994) 

處置通信公司及金融業務實現利得  84,890 

  22,896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期內，浪潮通信業務已計入綜合损益表，以及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期內，金融事業部業務已計入綜合损益表，如下

表所示：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收益  440,896 

銷售成本  (296,964) 

其他收入  15,996 

行政開支  (38,656) 

銷售及分銷經營開支  (171,695) 

   

除稅前虧損  (50,423) 

所得稅開支  (11,571) 

   

期內虧損  (6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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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本集團持續經營業務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營業額較去年同期增加約

9.04%，毛利額較去年同期增加約 4.28%，來自持續經營業務股東應占虧損淨額較去年同期

減少約 67.79%。 

（1）持續經營業務營業額 

本年內，集團錄得營業額為971,659,000港元(二零一四年：891,082,000港元)，較去年增加約

9.04%。其中軟件及解決方案的營業額為695,036,000港元（二零一四年： 641,160,000港元），

较去年增長8.40%；軟件外包業務營業額為276,623,000港元(二零一四年：249,922,000港元)，

相比去年增加10.68%。軟體及解決方案業務中包括：銷售IT周邊產品及軟件的營業額為

219,509,000港元（二零一四年：186,874,000港元），較去年增加17.46%； 軟件開發錄得營

業額475,527,000港元(二零一四年：454,286,000港元)，較去年增長4.68%。 

（2）持續經營業務毛利 

本年內，持續經營業務錄得毛利為292,229,000港元(二零一四年：280,225,000港元)，較去年

增長4.28%。本年內，綜合毛利率為30.08%(二零一四年：31.45%)，減少1.37%。毛利率同比

減少的主要原因為市場競爭激烈，導致軟體開發業務毛利率年年下降所致。 

（3）持續經營業務銷售及分銷成本及行政費用 

本年內，銷售及分銷成本及行政費用為445,814,000港元(二零一四年：414,774,000港元)，較

去年增長7.48%，主要是因為市場費用增長，特別是員工的相關費用開支增加顯著。 

（4）持續經營業務其他收入、其他淨收益和虧損 

本年內，其他收入、其他淨收益和虧損合併為97,557,000港元(二零一四年：104,589,000港元) ，

較去年減少6.72%。主要因本年來自委託貸款和銀行存款的利息收入減少所致。 

（5）股東應佔溢利 

本年內，來自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業務股東應佔溢利淨額約為326,000港元(二零一四年：

虧損69,100,000港元)，較去年大幅度改善，主要系2015年度出售已終止業務，實現處置盈利

約84, 890,000港元。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股東應佔虧損淨額約為22,57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虧損70,074,000港元)，

主要系：（一）公司積極增加研發和市場費用投入，銷售及分銷成本及行政費用同比增加

約31,040,000港元；（二）本年公司來自應占聯營公司收益大幅度增長，約為59,113,000港元

(二零一四年：虧損18,821,000港元)。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業務每股基本及攤薄後每股盈利分別為0.04港仙(二零一四年︰

虧損7.66港仙)。來自持續經營業務每股基本及攤薄後每股虧損分別為2.5港仙(二零一四年︰

虧損7.77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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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財務資源及流動性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股東权益為港元1,738,760,000（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1,831,613,000港元）。流動資產為1,451,409,000港元，其中主要為銀行存款和現

金1,095,218,000港元，主要為人民幣存款。 

流動負債為789,42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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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倍（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91倍）。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銀行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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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然負債 

本集團作為被告和供應商之間存在潛在違背合約的法律訴訟。原告向法庭訴集團要求賠償損

失大約9,551,000港元(約為人民幣8,000,000)。公司就此事進行了有利的辯護。事項的結果不能

確定，依據律師的建議和估算，公司對此事件計提約5,372,000港元（約人民幣4,500,000）的撥

備. 

資本架構 

年度內，本集團主要以股東資金、內部產生資金及作為其經營業務的資金。 

 

收購及出售事項 

本集團已於二零一五年五月三十一日以人民幣43,820,000（相當於约54,775,000港元）的代價完

成出售通信業務。本集團已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以人民幣49,180,000（相當於约61,475,000

港元）的代價完成出售金融事業相关资产。 

本集團已於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以人民幣30,000,000（相當於约37,433,000港元）之代價出

售浪潮商用系統有限公司股權。 

 

僱員資料 

截止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3,208名僱員（二零一四年：4,143名僱員）。 

本年內，持續經營業務項下的僱員薪酬總額（包括董事及強制性公積金供款）約為549,521,000

港元（二零一四年：約454,152,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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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提供了經管理層審查的全面的薪酬政策，根據雇員之表現、經驗厘定雇員薪酬。本集

團參考其業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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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及為管理人員和其他雇員投資繼續教

育及培訓專案，以不斷提升他們的技能及知識。 

二零一五年七月十六日，根據二零零八年購股權計劃，公司授予高管和员工4,000萬的期權，

以激勵員工和股東一起創造分享企業價值。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242萬股期權可

行使但尚未行使。 

 

資產抵押 

截止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银行存款约14,994,000港元被質押（二零一四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约29,537,000港元）。 

 

業務回顧 

二零一五年，隨著“互聯網+”行動計畫和“中國製造 2025”的出臺，企業的互聯網化成為大

勢所趨。公司繼續秉承“專業化領先戰略”，繼續推進向雲計算服務商轉型，圍繞企業雲計

算等核心領域，加強技術產品創新，推動區域市場和行業市場齊頭並進，通過“聚焦、變革、

增效”實現業務穩步增長。 

本集團從事 IT 服務業務，主要圍繞企業集團管控、製造、醫藥、建築、煤炭、公用事業等多

種細分行業，提供以軟體和相關服務、嵌入式系統等解決方案為核心的涵蓋應用軟體、IT 諮

詢服務、系統集成、運維、外包及終端產品等在內的綜合 IT 服務。 

IT 服務主要涉及以下板塊： 

（1）軟體及相關服務 

為順應中國政府提出的“互聯網+”行動計畫，浪潮一方面加強雲計算、大数据的研究應用，

圍繞共享服務、電子採購、数据分析、移動應用等熱點領域推動產品雲化，推出混合雲解決

方案，另一方面加強管理會計產品研發和市場推廣，助力“互聯網+”時代的企業創新與變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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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推廣方面，公司發佈“中國製造 2025@浪潮”戰略，以大型企業雲產品、方案和服務及

混合雲應用模式為主攻方向；舉行覆蓋 20 多個省市的全國巡展，面向重點行業高端客戶，拉

動區域銷售，覆蓋目標企業近 5000 家，進一步穩固高端優勢，有效提升品牌影響力和市場競

爭力；同時，圍繞製藥、建築等優勢行業和 HCM、資金管控等熱點產品，開展多種形式的小

型高端行業市場活動，促進短平快的市場打單。通過持續推進指名客戶制度和客戶參觀管理

總部等活動，陸續簽約中儲糧智慧化糧庫、北京住總、上海建工等重大專項。 

產品研發方面，於年內發佈財務共享雲，電子採購雲，資金管理雲，HCM Cloud 及雲會計產

品。 已發佈的財務共享雲，業內首提管控服務理念；電子採購雲發佈企業版、敏捷版兩個版

本，並簽約多家客戶試用；資金管理雲推出支持 18 種以上資金計畫管理模式，成為企業強化

“資金流動性管理”的核心模組， HCM Cloud 正式上線，與 HCM Core 組成浪潮 HCM 整體

解決方案，為企業提供多種人力資源服務，註冊使用者達到 15 萬以上。面向小微企業市場，

探索推出雲會計產品試點，填補該項產品空白。同時，公司持續提升 ERP 的核心模块，例如

優化全面預算架構，形成“平臺+應用”模式，針對不同應用場景發佈项目預算、費用預算等

應用；加強 PS 產品的智能化、自動化解決方案研發，形成無人值守、一卡通及條碼管理等自

動化應用解決方案；推出浪潮企業雲平臺（CSP2.0），可支援 GS 系列產品公有雲服務模式，

開通即用，按需租用；啟動研發 GSP6.1，應對市場對業務流程一體化、組織模型統一等要求。

公司進一步改善項目管理制度，通過改革項目交付體系，進一步推動實施交付的資源共享與

專業化，落實項目承包。成立總部交付中心和區域交付中心，通過全面落實项目承包責任制，

調動實施人員的積極性，確保中國鐵塔、中電科等重大项目的進度和品質。 

 

隨著公司完成出售浪潮通信股權，本公司已終止移動通信領域的軟體解決方案業務。未來， 公

司將專注於企業管理軟體領域，探索和推動雲環境下的企業 IT 規劃、企業應用集成、数据服

務等業務。 

（2）嵌入式系統及相關服務 

鑒於經營環境的變化，本公司在九月底完成出售金融事業部，本公司已終止稅控設備及解決

方案業務和銀行自助設備產品及相關軟體發展與服務業務。出售金融事業部的詳情請參見本

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七月九日的公告及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八月五日的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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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軟體外包業務 

本集團外包業務主要包括系統應用開發與測試服務，数据處理、数据錄入等業務流程外包(BPO, 

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服務，以及数据分析服務、基礎設施運維服務、雲服務、本地化

等服務。 

二零一五年，中國服務外包業務保持平穩增長。業內大型外包企業強強聯手後，形成的規模

優勢使行業競爭更加激烈。在這種市場環境下，本公司通過與 Microsoft、中國電信等戰略客

戶維持緊密的合作關係，合作專案逐步擴展，同時努力挖掘國內市場潛力，擴大國內業務規

模，保持收入的平穩增長。公司在二零一五年通過加大中國區業務比重挖掘國內客戶，使公

司整體業務分部更加合理。預計未來軟體外包行業進入新的時期，中國大型企業、地方政府

等已經開始把一些創新和研發方面的工作加以外包，而不僅限於傳統意義上針對公司非核心

業務的外包服務。 

商業規劃 

二零一六年，公司將繼續實施積極的市場擴張策略，進一步加大市場主體自主運營權和主導

決策權的下放，把握互聯網+，國企改革等市場機遇。研發方面聚焦核心產品的完善與提升，

加大平臺和新產品研發，繼續引進關鍵技術帶頭人，全面貫徹落實“以数据為核心”的戰略，

抓好雲服務產品和重大项目的研發與實施，實現“傳統軟體業務”與“雲服務新業務創新”

穩定增長的目標。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

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全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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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條，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須分開，不應由同一人擔任。王興山先生擔任本集團主席

兼行政總裁。此一構架未能符合企業管制守則之條文A.2.1條。董事會認為，現時主席及行政

總裁由同王興山先生一人擔任，有利於執行本公司業務策略及儘量提升營運效率。（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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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董事因公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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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守守則A.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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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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本公司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

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均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訂之標準。 

審閱賬目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其中包括本集

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認為編製有關業績乃符合適用會計準則及規定，且已作出足

夠披露。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下列日期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i)本公司將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至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

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將不會進行股份過戶。爲符合出席股東周年大會和於會上投票的

資格，所有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四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

司的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爲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

心17樓1712 – 1716號舖。 

(ii)本公司將於二零一六年六月十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將不會進行股份過戶。

爲符合建議末期股息的資格，所有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九日下午四時

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的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爲香港灣仔皇后

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 – 1716號舖。 

 

 

 

承董事會命 

浪潮國際有限公司 

主席 

王興山 

 

香港，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王興山先生、靳小州先生、非執行董事董海龍先生、
申元慶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張瑞君女士、黃烈初先生及丁香乾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