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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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幷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産生或因倚賴該等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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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半年度業績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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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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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同二零一七

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本公司核數師未審閱中期賬目，但中期賬目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

閱：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財務摘要：  

－ 營業額較去年同期增長約40.2%至約港幣771,978,000元(二零一七年：港幣550,669,000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占溢利淨額約為港幣120,272,000元(二零一七年：虧損港幣12,635,000元)，與

2017年相比，本期扭虧為盈 。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之每股基本盈利約12.62港仙(二零一七年：虧損1.40港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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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未經審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2 771,978  550,669 

銷售成本  (501,904)  (396,616) 

     

毛利  270,074  154,053 

     

其他收入 3 75,287  61,282 

投資物業之公允值增加  8,702  5,519 

行政及其他營運費用  (171,999)  (146,606) 

銷售及分銷成本  (123,009)  (96,551) 

應佔聯營公司盈利  61,394  10,439 

     

除稅前溢利（虧損） 4 
120,449  (11,864) 

稅項 5 
(1,722)  (1,010) 

     

經營業務的期內除稅後溢利(虧損)  118,727  (12,874) 

本公司擁有人應占期內溢利(虧損)  120,272  (12,635) 

非控股權益應占期內溢利（虧損）  (1,545)  (239) 

  118,727  (12,874) 

每股盈利(虧損)     

  基本  12.62仙  (1.40)仙 

  攤薄  12.60仙  (1.40)仙 

 



 3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未經審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虧損)  118,727  (12,874) 

其他全面收益：     

  因換算境外營運産生之匯兌差額  (36,347)  41,459 

  轉撥物業、廠房及設備為投資物業之重估收益  0  639 

期內全面溢利  84,380  29,224 

     

應佔全面收益     

  本公司擁有人  87,974  28,671 

  少數股東權益  (3,594)  553   

  84,380  29,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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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未經審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13,168  323,331 

投資物業  569,250  567,920 

  預付租賃款額  33,140  34,017 

  無形資產  5,003  - 

  可供出售投資  24,381  21,582 

聯營公司權益  211,989  150,116 

合營公司權益  130,974  145,558 

  1,287,905  1,242,524 

流動資產     

  存貨  15,652  12,586 

  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8 203,517  159,209 

  預付土地租賃款額  868  880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57,401  73,720 

  合同資產  254,470  86,283 

  應收最終控股公司款額 8 1,831  1,429 

  應收同集團附屬公司款額 8 50,141  115,106 

已抵押銀行存款  5,767  14,126 

  銀行結餘及現金  1,239,273  1,350,777 

  1,828,920  1,814,116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9 125,559  114,589 

  其他應付賬款,已收按金及應計開支  384,943  439,642 

  合同負債  238,010  242,498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款額 9 1,506  2,952 

  應付同集團附屬公司款額 9 29,922  27,349 

遞延收入-政府補助  37,137  70,280 

  應繳稅項  29,068  20,174 

  846,145  917,484 

流動資產淨額  982,775  896,63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270,680  2,139,156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收入-政府補貼  66,332  5,699 

  遞延稅項負債  52,223  52,171 

  118,555  57,870 

  2,152,125  2,081,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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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未經審計) (續)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0 9,527  9,527 

  儲備  2,131,682  2,067,51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2,141,209  2,077,037 

     

少數股東權益  10,916  4,249 

     

     

權益總額  2,152,125  2,081,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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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報表(未經審計) 

 

         購股權    累積純利    少數   

 股本  股份溢價  
特殊 

儲備 
 

其他 

儲備 
 儲備  

滙兌 

儲備 
 （虧損）  總計  

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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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                    

  一月一日 9,015  953,077  92  68,040  61,170  16,867  626,070  1,734,331  260  1,734,591 

                    

海外業務所產生之                    

滙兌差異 －  －  －  －  －  40,667  －  40,667  792  41,459 

期內損益 －  －  －  －  -  －  (12,635)  (12,635)  (239)  (12,874) 

確認投資物業公允值 －  －  －  639        639    639 

確認授予期權         10,780      10,780    10,780 

已付股息 －  －  －  －  －  －  (27,046)      (27,046)       －  (27,046) 

期內已確認之權益 －  －  －  639  10,780  40,667  (39,681)  12,405  553  12,958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9,015  953,077  92  68,679  71,950  57,534  586,389  1,746,736  813  1,747,549 

 

於二零一八年                    

  一月一日 9,527  1,034,431  92  70,871  9,427  155,202  797,487  2,077,037  4,249  2,081,286 

                    

海外業務所產生之                    

滙兌差異 －  －  －  －  －  (34,298)  －  (34,298)  (2,049)  (36,347) 

期內損益 －  －  －  －  -  －  120,272  120,272  (1,545)  118,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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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認授予期權         6,780      6,780    6,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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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已確認之權益 －  －  －    6,780  (34,298)  91,690  64,172  6,667  70,839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9,527  1,034,431  92  70,871  16,207  120,904  889,177  2,141,209  10,916  2,15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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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未經審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運業務產生的現金淨額 (92,360)  (120,260) 

    

已動用於投資業務的現金淨額 6,820  295,772 

    

已動用於融資業務的現金淨額 (18,321)  (27,046)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減少）增加淨額 (103,861)  148,466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350,777  852,975 

    

外滙匯率改變之影響 (7,643)  24,710 

期終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銀行結餘及現金 1,239,273  1,026,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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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注 

 

1.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本半年度未經審核之簡明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實務準則第三十四條「中

期財務報告」以及上市規則的有關披露要求而編製。 

 

簡明財務報表乃按照歷史成本法編製，惟按公平值計算之若干金融工具除外。 

 

於本中期報告期間，集團已採用部分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自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起開始生

效之經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和詮釋（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以下統稱「新訂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採納該等新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期或過往會計期間的簡明綜合財務

報表幷無重大影響。 

 

2. 營業額及分類資料 

 

營業額相當於所售貨物及提供服務經扣除折扣、退貨及折讓後之應收金額。 

 

業務分類 

 

目前本集團經營業務組成為軟件開發和解決方案及提供軟件外包服務業務。 

 

本集團按該等業務部門呈報其主要分類資料如下：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分類收入及業績 

 

  信 息 技 術 服 務    

 

 
 

軟件開發及解

決方案 

 
軟件外包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634,657 
 

137,321 
 

771,978 
 

   
 

 
 

 
 

分類業績  64,362 
 

(9,571) 
 

54,791 
 

未分配收入   
 

 
 

23,590 
 

投資物業公允值增加   
 

 
 

8,702 
 

未分配企業開支   
 

 
 

(28,028)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61,394 
 

除稅前溢利   

 

 

 

120,449 

 

稅項   
 

 
 

(1,722) 
 

期內溢利   

 

 

 

118,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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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業額及分類資料(續) 

業務分類(續)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分類收入及業績 

 

  信 息 技 術 服 務    

 

 
 

軟件開發及解

決方案 

 
軟件外包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411,772 
 

138,897 
 

550,669 
 

   
 

 
 

 
 

分類業績  (10,153) 
 

(16,485) 
 

(26,638) 
 

   
 

 
 

 
 

未分配收入   
 

 
 

28,860 
 

投資物業公允值增加   
 

 
 

5,519 
 

未分配企業開支   
 

 
 

(30,044)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10,439 
 

除稅前虧損   

 

 

 

(11,864) 

 

稅項   
 

 
 

(1,010) 
 

期內虧損   

 

 

 

(12,874) 

 

        

 

3. 其他業務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20,881  16,032 

增值稅退稅 27,600  23,084 

政府津貼及補貼 6,523  2,261 

租金收入 20,163  19,267 

其他 120  638 

 75,287  61,282 

 
 

4. 除稅前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虧損經扣除下列各項後得出：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118,963  109,002 

折舊 10,667  8,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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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得稅     

香港  -  - 

中國企業所得稅  1,722  - 

遞延稅項  -  1,010 

     

  1,722  1,010 

 

本集團在中國附屬公司適用的企業所得稅稅率爲10%至25%。中國企業所得稅已根據相關中

國法律及法規計算。 

 
 

6. 每股盈利(虧損) 

 

母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經營業務盈利(虧損)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採用之盈利（虧損）     

(母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期內盈利（虧損））  120,272  (12,635)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所採用之盈利（虧損）  
120,272  (12,635) 

     

     

股份數目(以千股為單位)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採用之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952,736  901,536 

 潛在攤薄普通股之影響：     

     – 購股權  2,010  -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虧損)所採用之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954,746  901,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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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 

 

董事建議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不派發中期股息（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無）。 

 

8.  應收賬款、應收票據及其他應收款 

本集團向貿易客戶提供平均30日至210日的賒賬期。 

 

以下為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同集團附屬公司及最終控股公司於結算日的賬齡分析： 

 

  於二零一八年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0-30 日  147,536  108,843 

31-60 日  14,064  19,641 

61-90 日  7,691  4,110 

91-120 日  14,813  12,718 

121-180 日  1,820  5,768 

180 日以上  17,593  8,129 

  203,517  159,209 

     

  於二零一八年  於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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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 日  26,931  101,873 

31-60 日  18,415  1,401 

61-90 日  153  651 

91-210 日  567  809 

210 日以上  4,075  10,372 

  
50,141  115,106 

 

 
    

 
 

 於二零一八年  於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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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 日  1,502  1,429 

31-60 日  -  - 

61-90 日  -  - 

90 日以上  329  - 

  1,831  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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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應付賬款、票據及其他應付款 

 

貿易購貨帳期平均為30日至120日。以下爲貿易應付賬款及應付同集團附屬公司及應付最終控

股公司於結算日的賬齡分析： 

  於二零一八年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0-30 日  12,816  29,102 

31-60 日  8,479  10,398 

61-90 日  8,744  7,307 

90 日以上  95,520  67,782 

  125,559  114,589 

     

  於二零一八年  於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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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 日  4,523  3,303 

31-60 日  2,726  2,503 

61-90 日  322  - 

90 日以上  22,351  21,543 

  29,922  27,349 

     

  於二零一八年  於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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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 日  584  2,952 

31-60 日  -  - 

61-90 日  -  - 

90 日以上  922  - 

  1,506  2,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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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股本 
 

 股份數目   

  千股  千港元 

     

每股 0.01 港元之普通股     

法定：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2,000,000  2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952,736  9,527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952,736  9,527 

     
 

    每股所附之權利與當時之發行股票享有同等權利。 

    注釋：根據股份購買協議於2018年7月17日作為代價股份發行新普通股186,184,400股，截止

於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七日，總股本為1,138,920,731股（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2018年5月9日

及2018年5月28日的公告及本公司日期為2018年6月25日的通函）。 

 

11. 關連人士交易 

 

除簡明綜合資産負債表所披露的應收及應付予關聯人士款項外，根據香港交易所上市規則第

14A章，本集團與關連人士的交易構成關連交易，本集團本期內涉及以下關聯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供應交易 (i) 13,404  11,015 

銷售代理交易     

(1) 累計交易金額 (ii) 107,870  189,666 

(2) 相關傭金金額  1,079  1,257 

採購交易 (iii) 15,923  9,967 

公共服務交易 (iv) 4,368  3,353 

租賃服務 (v) 17,453  16,609 

附註： 

(i) 本集團按市場價供應貨品予浪潮集團。 

(ii)本集團委聘浪潮集團擔任本集團産品及銷售之銷售代理，浪潮集團收取不高於産品與服務銷售總值1%之傭金。 

(iii)本集團將向浪潮集團採購電腦軟硬體産品。浪潮集團將供應之電腦産品及配件之單價，將由訂約方參照該等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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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及公平原則或按不遜於向其他方

提供同類服務條款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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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期後事項 

 

於2018年5月9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浪潮電子向控股股東及獨立第三方收購浪潮天元通信信

息系統有限公司約76%股權，該項收購於2018年7月12日獲特別股東大會批准。股份收購於7

月底完成，收購完成後，浪潮天元將成為集團的間接附屬公司，而其財務業績將於集團帳目綜

合入帳 。 

於2018年7月17日，公司按發行價每股2.65港元向兩個賣方共發行代價股份合共186,184,400

股，其中向控股股東發行139,800,400股代價股份及向獨立方發行46,384,000股代價股份，收

購完成後，控股股東對本公司的持股比例於收購完成後增加為54.58%。 

浪潮天元集團主要從事有關通信行業及交通運輸行業的軟件開發服務以及大數據服務業務。有

關收購事項詳情，請參見本公司刊登於2018年5月9日之公告及於2018年6月25日之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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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營業額實現五年來新高，較去年同期增加約40.2%，毛利較

去年同期增加約75.3%。本公司擁有人應占年內盈利約為120,272,000港元，本期扭虧為盈。 

(1) 來自管理軟件收入大幅度增長  

本報告期內，集團錄得營業額為771,978,000 港元（二零一七年：550,669,000 港元），較去年

增加40.2%。其中來自管理軟件的收入為634,657,000港元（二零一七年：411,772,000 港元），

較去年增長54.1%；來自軟件外包業務的收入為137,321,000 港元（二零一七年：138,897,000港

元），相比去年減少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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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074,000港元(二零一七年：154,053,000港元）， 較去年

增長75.3%。毛利率提高到35%（二零一七年：28%），毛利率同比增加的主要原因為：1）儘管

競爭仍然激烈，但由於產品標準化程度提升，管理軟件業務毛利率增加；2）低毛利率的軟件外包

業務所占比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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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008,000港元（二零一七年：243,157,000港

元），較去年增加21.3%，主要是因為收入規模擴大，增加研發及銷售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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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87,000港元（二零一七年：61,282,000港元），

較去年增加22.9%。主要因：1）銀行利息收益約20,881,000港元（二零一七年：16,032,000港

元）較去年同比增加約30.2%；2）軟件退稅約27,600,000港元（二零一七年：23,084,000港元）

較去年同比增加約19.6%；3）已確認來自政府的補助撥款收入約6,523,000港元（二零一七年：

2,261,000港元）較去年同比增加約1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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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公司擁有人應占溢利大幅度增加 

本報告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占溢利淨額約為120,272,000港元（二零一七年：虧損約12,635,000

港元），主要因：1）儘管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管理軟件業務收入大幅度增長，同時毛利率也有

所提升； 2）雲服務產品作為公司新業務的發展方向，在本報告期內收入實現快速增長，業務規

模迅速擴展，新的收入增長點已初步形成。 

 

每股基本盈利為12.62港仙（二零一七年：虧損1.40港仙）及攤薄後每股盈利為12.60港仙（二零

一七年：虧損1.40港仙）。 

(6) 財務資源及流動性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本公司擁有人應占權益為2,141,209,000港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2,077,037,000港元）。流動資產為1,828,920,000港元，其中主要為銀行存款和現金結餘

1,239,273,000 港元，主要為人民幣存款。 

流動負債為846,14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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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倍（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98 倍）。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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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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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數據變動幅度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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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雇員資料 

截止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3,716 名雇員。本報告期內，經營業務項下的雇員薪酬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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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董事薪酬及強制性公積金供款）約為423,803,000港元。 

根據本集團制訂的經管理層審查的全面的薪酬政策，根據雇員之表現、經驗厘定雇員薪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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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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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行存款約5,767,000港元被質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約14,126,000港元）。 

 

業務回顧 

報告期內，本集團順應企業數字化轉型需求強勁的增長趨勢，繼續圍繞“雲+數”，利用雲計算、大數

據、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新技術，以浪潮企業雲作為企業轉型升級的新動能，旨在助力客戶打造智

慧型企業。 

 

一：企業管理軟件相關業務 

1、 雲服務業務 

進入數字經濟時代，傳統產業面臨改造升級，以雲計算為代表的IT技術成為實現新舊動能轉換的

重要驅動力。本集團緊抓“企業上雲”機遇，浪潮ERP雲化升級。 

本集團之雲產品已全面覆蓋大中小微企業市場，以高品質“雲引擎”賦能浪潮夥伴和企業，構建雲時

代的核心競爭力。報告期內，在大型企業市場，公司持續優化GS7.0，以互聯、共享、精細、智

能理念為引領，推出人力雲、差旅雲、電子採購雲、稅管雲、雲+，配合GS7.0為大型企業提供企

業雲服務。 

公司進一步拓展人力雲（HCM Cloud）的應用場景和提升產品體驗，持續優化人事系統、薪酬系統

等多個應用場景體驗，提供人事、考勤、招聘、績效、自助服務等雲應用，實現集團總部對整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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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人力資源的集中式管理。公司定位於為大中型企業提供專業人力資源雲服務解決方案。本報告期

內，公司不斷更新雲考勤、雲招聘等核心產品，核心架構能力領先於對手。未來公司將進一步擴大

市場推廣，提升客戶體驗，擴大用戶規模。本報告期內，簽約重慶雲海機械製造、福建建工集團、

中國保險信息、山東魯糧集團等典型客戶。我們的服務使用者超150萬，員工日活躍度約80%，高

管活躍度達90%。 

在採購雲（iGo Cloud）產品上，公司繼續在功能和穩定性方面進一步提升，實現採購模式全覆蓋，

該產品已成為建築行業的電子採購第一品牌。未來公司繼續加快下一代產品的研發，利用最新的技

術提升採購雲的應用領域並在製造行業進行積極推廣應用。本報告期內，公司已成功簽約中建鋼構、

越秀（中國）交通基建投資、廣東風華高科、景芝建設股份等典型客戶。 

報告期內，公司持續優化雲+智能化企業協同平臺。上半年，新增多雲架構支持，新增“雲圈兒”企業

社交化平臺，新增語音交互、OCR、人臉識別等功能，協同化、智能化能力進一步提升。目前已包

含移動門戶、數字化工作平臺、數字化協同平臺、智能助理和移動開放平臺五大功能，幫助企業塑

造全新工作方式。平臺以公有雲模式提供移動應用服務，作為員工協同與移動應用統一入口，集成

GS、PS、及協力廠商業務應用，融合基於自然語言的對話式平臺等智慧化功能，獲得市場好評。

報告期內，新增湖北機場、四方機車、容生製藥、中國林業集團等典型客戶，日PV達到150萬。 

在中型企業市場，於4月25日，本集團與Odoo合資合作共同打造的基於微服務架構的開源雲ERP產

品和平臺PS Cloud正式發佈。PS Cloud是一款為中小企業搭建的應用平臺，具有開放、共享、敏

捷等特性。PS Cloud可支持工業互聯網，功能涵蓋協同研發、產業鏈協同、智能製造、財務共享等

多種應用場景，為中小企業提供一站式解決方案。 

在小微企業市場，完成雲會計3.0上線，註冊頁全新改版，42項功能優化，產品使用者反饋體驗更

加便捷、智能、人性化。浪潮推出的雲會計產品自二零一六年底上線以來，憑著“簡單、移動、智能”

特點，隨時隨地辦公，幫助小微企業大大提升工作效率，節省至少60%的重複性工作。獲得用戶的

積極關注。本報告期內，雲會計產品不斷完善產品更迭，提高小企業服務能力。除了對小微企業提

供基礎的線上財務、線上進銷存服務外，雲會計還充分發揮SaaS軟件“簡單、移動、智能”特點，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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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服務商、稅務、銀行等相關機構，為更多的小微企業，乃至中小企業，提供票、財、稅、金融、

業務一體化的一站式雲ERP服務。截至目前，雲會計累計註冊用戶超50萬，合作夥伴超200家。2018

年1月，由工信部中小企業發展促進中心舉辦的第六屆中國中小企業服務大會上，浪潮雲會計成功

入選“2017中國中小企業首選服務商”。 

 

2、軟件及數據服務業務 

公司充分利用在集團管控、財務共享、智能製造、企業大數據等領域的產品優勢，助力大型企業集

團數字化轉型和管理創新。報告期內，受益於去年簽約合同金額及整体行业需求的增長，本集團管

理軟件繼續保持大幅度增長。 

本集團緊抓國內共享服務熱點，分別提供核算共享、報帳共享、標準財務共享、業財一體化共享、

大共享五種模式，為不同規模和類型企業提供共享服務解決方案，浪潮財務共享中心包括網上報帳、

電子影像、線上審批等新技術手段，集成攜程商旅管理、支持電子發票報帳、電子會計檔案管理，

覆蓋全面稅務管理等內容，以“借助共享模式，加強財務管控”為核心，打造“柔性共享、精細管控、

業財一體”的財務管控新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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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團企業實現有效監管和管理決策提供強有力的技術支撐，是集團企業實施管理會計落地、推動財

務轉型最有效的工具。 

報告期內，本集團申報的“面向智能製造的軟件自動構造”專案獲國家重點研發計畫“變革性技術關鍵

科學問題”重點專項立項，彰顯浪潮工業互聯網、智能製造方面的實力和研發能力。 “浪潮製造業大

數據分析與開放平臺V1.0“獲批國內首版次高端軟件，”浪潮GS V7.0”獲批山東省首版次高端軟件。

5月17日，本集團“動態高可用雲服務綜合支撐平臺”獲山東省科學技術獎二等獎。並於5月26日在數

博會上發佈《面向企業級客戶的浪潮“一站式”大數據分析平臺》，并成功入選工信部“2017大數據優

秀產品和應用解決方案案例”。 

公司緊抓全國糧食行業信息化升級帶來的機遇，我們提供基於物聯網的智慧糧食整體解決方案和產

品，面向各級糧食主管部門和大、中、小、微不同規模的糧庫提供服務。智慧糧食解決方案本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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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簽約十多家省、地市級糧食集團。憑藉公司對糧食行業及物聯網技術的方案優勢，公司在糧食信

息化領域，市場佔有率繼續保持第一。公司未來將進一步與合作夥伴進行推廣，爭取更大的市場份

額。 

交付與現場實施方面，公司始終堅持「以客戶為中心」的理念，通過各種措施提高客戶滿意度。繼

續完善區域交付中心的佈局，增補區域本地化實施人員，積極引進富有經驗的高級項目經理、高級

顧問，確保現場實施的規範性，項目進度按合約達成，提高交付效率，降低交付成本。本報告期，

完善了客戶滿意度與客戶回訪機制，以確保公司產品和服務美譽度。本報告期，各項關鍵交付指標

持續改善。 

本報告期內，本集團更加重視合作夥伴的力量，並舉辦了一系列市場活動。於18年1月29日，由

本集團、ICAEW、上海國家會計學院在倫敦聯合發佈中國企業大數據應用調研報告，與世界分享

中國企業大數據應用的成功經驗。4月25日，以“創變未來 共享雲端”為主題的2018浪潮雲ERP生

態夥伴大會在濟南召開，近500家夥伴現場參會，超過80萬人通過線上直播平臺參會，公司發佈

進軍中小微企業市場的渠道戰略，全面釋放渠道價值。5月17日，浪潮GS7.0首站巡展在上海成功

舉辦，截至目前，已覆蓋上海、廣州、天津、合肥、鄭州、臨沂、煙臺、哈爾濱等20多個城市，

吸引眾多企業客戶參會。同時，聯合上海國家會計學院，為國內大中型企業CFO進行培訓，通過公

司先進的會計軟件管理理念輸出，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 

 

二：軟件外包業務 

報告期內，外包業務正在進行業務轉型，公司將繼續挖掘微軟、古河電工、移動卓望、海爾、F5、

小米等客戶，同時本報告期成功簽約中寰車聯網等新的客戶。未來公司將繼續發展大數據、雲等新

型業務，創新服務形式、增加服務內容，擴大新型業務比例，推動軟件外包業務向產品、平臺、雲

與大數據全面轉型。力求完成外包服務模式從傳統模式，向基於雲計算和大數據的IT服務模式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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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規劃 

在浪潮看來，企業數字化轉型，應秉承“互聯、共享、精細、智能”的理念，在明確數字化戰略、方

向基礎上，緊密圍繞“雲”和“數”兩大驅動力，以“ERM進化”為支撐，構建“企業大腦”，推動企業管理

更加共享、精准、可視、智能。 

二零一八年下半年，公司在聚焦行業與核心產品的基礎上，強化向企業SaaS服務業務的轉型。公

司將加快高端人才的引進，大力發展雲夥伴，構建雲生態體系，爭奪中小型企業管理軟件市場，提

高公司產品的市場份額。本集團於本年度7月底完成收購浪潮天元通信約76%股權（詳見公司2018

年6月25日之通函），重组浪潮天元之后，在技術上可以引用浪潮天元現有的專利和軟件著作權，

同時整合雙方相關的技術領域研發人員，進行技術資源分享，通過將本集團管理軟件產品和浪潮天

元的大數據技術相結合，進一步豐富本集團產品線，利於雙方在網路大數據發掘、分析及應用領域

共同創新。未來重組後，計劃協力將本集團的管理軟件及企業SaaS服務業務向通信行業、交通行

業、能源行業推廣應用，同時將浪潮天元成熟的大數據服務方案向本集團佔有優勢的建築行業、智

慧糧食等拓展。整合完成之後，本集團將聯合合作夥伴一起建立工業互聯網生態，推動企業上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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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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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爭性權益 

於截至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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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日採納新購股權計畫。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一日，本公司已根據授股

權計畫授出3,000萬份購股權予本集團若干雇員及董事，有關購股權持有人可按行使價每股2.06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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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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的股份數目為1,000萬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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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烈初先生爲審核委員會主席。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報告，並己就報告提供建議及意見。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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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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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確認所有董事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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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八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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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