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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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全年業績公布

浪潮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如下：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摘要

－ 營業額較二零一七年增長 24.3%至約 2,442,616,000港元。

－ 管理軟件及雲服務營業額較二零一七年增長 22.3%至約 2,107,522,000港元。

－ 年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約 324,030,000港元，較二零一七年的

139,201,000港元增長 132.8%。

－ 年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每股基本盈利約 29.09港仙，較二零一七年的 13.15

港仙增長 121.2%。

－ 董事會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每股 0.04港

元（二零一七年：0.03港元），較二零一七年增長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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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營業額 2 2,442,616 1,965,150

銷售成本 (1,503,852) (1,268,080)
  

毛利 938,764 697,070

其他收入 4 190,493 172,099

其他收益及虧損淨額 4 5,964 8

減值損失（淨轉回） (7,235) —

行政費用 (530,340) (473,008)

銷售及分銷成本 (381,565) (265,367)

財務費用 (13,743) (5,275)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 12,336 18,016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溢利 191,287 37,849

應佔一間合營公司（虧損）溢利 (42,842) 2,772
  

除稅前溢利 363,119 184,164

所得稅開支 6 (18,672) (23,267)
  

年內溢利 5 344,447 160,89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 324,030 139,201

非控股權益應佔年內溢利 20,417 21,696
  

每股盈利 7

 －基本 29.09港仙 13.15港仙
  

 －攤薄 29.01港仙 13.05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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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年內溢利 344,447 160,897

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期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投資於權益工具公允價值變動 6,885 —

投資於權益工具公允價值變動之遞延所得稅 (1,721) —

從物業、廠房及設備轉移至投資物業後之重估收益 55,272 1,688

從物業、廠房及設備轉移至投資物業後之重估遞延稅項 (32,647) (390)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及一間合營公司其他全面（開支）收益 (20,035) 20,953

換算為呈報貨幣而產生的匯兌差額 (35,914) 91,829
  

(28,160) 114,080
  

期後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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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578) (7,208)
  

(45,578) (7,208)
  

年內其他全面（開支）收益，扣除稅項 (73,738) 106,872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270,709 267,769
  

應佔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242,429 262,585

 －非控股權益 28,280 5,184
  

270,709 267,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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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505,430 733,940

 投資物業 9 826,697 567,920

 預付租賃款額 56,773 95,611

 其他無形資產 19,986 3,416

 可供出售投資 — 21,582

 按公允值變動計入其他全面收益
  的權益投資 40,849 —

 聯營公司權益 299,715 150,116

 合營公司權益 96,796 145,558

 投資子公司之預付款 19,358 —

 遞延稅款 — 3,121
  

1,865,604 1,721,264
  

流動資產
 存貨 16,194 12,586

 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10 281,149 314,984

 按公允值變動計入其他全面收益
  的債務權益 32,129 —

 預付租賃款額 1,445 2,329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76,556 99,272

 應收客戶合約工程款項 — 96,896

 合同資產 191,885 —

 按公允值計量金融資產 34 35

 應收最終控股公司款額 5,368 8,198

 應收同集團附屬公司款額 323,562 200,293

 已抵押銀行存款 22,589 14,126

 銀行結餘及現金 865,181 1,391,022
  

1,816,092 2,139,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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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帳款及應付票據 11 180,653 182,482

 其他應付帳款、已收按金及應計開支 482,274 560,970

 應付客戶合約工程款額 — 392,528

 合同負債 511,281 —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款額 1,079 2,952

 應付同集團附屬公司款額 76,132 585,643

 遞延收入－政府補助 45,317 70,280

 應繳稅項 20,986 21,312

 銀行貸款 — 24,020
  

1,317,722 1,840,187
  

流動資產淨額 498,370 299,55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363,974 2,020,818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收入－政府補助 79,307 13,446

 遞延稅項負債 231,570 204,346
  

310,877 217,792
  

2,053,097 1,803,026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1,389 9,527

 儲備 2,042,552 1,891,95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2,053,941 1,901,483

非控股權益 (844) (98,457)
  

權益總額 2,053,097 1,803,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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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編製。此外，綜合財務報表包括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

例所規定的適用披露。本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投資物業及財務工具按公平值

計量除外。

共同控制下的業務合併的合併會計法

於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七日，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浪潮電子有限公司（「浪潮電子」）向浪潮海外投

資有限公司（「浪潮海外」）收購Popular Vision Limited（「Popular」）及其附屬公司的全部已發行

股本，總代價為 951,988,000港元（相等於約人民幣 770,387,200元），其將由以下方式支付：(i)

按發行價每股代價股份 2.65港元向浪潮海外發行 139,800,400股每股面值為 0.01港元的股份方

式支付；及 (ii)承擔浪潮天元通信信息系統有限公司（「天元通信」）結欠浪潮海外的聯屬公司的

未償還貸款人民幣 470,587,000元及向進德國際控股有限公司（「進德」）購買滙富有限公司（「滙

富」）及其附屬公司的 51%已發行股本，總代價約為 216,166,000港元（相等於人民幣 174,930,000

元），其將由 (i)按發行價每股代價股份 2.65港元向進德發行 46,384,000股每股面值為 0.01港元

的股份的方式支付。Popular及滙富分別間接持有浪潮天元通信及其附屬公司（統稱「天元通信集

團」）51%及 49%股權。

本集團收購天元通信集團被視為一項在共同控制下的業務合併，此乃由於本集團及Popular共同

由浪潮海外控制。因此，是此收購事項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指引第 5號採用「共

同控制合併的合併會計法」（「會計指引第 5號」）所載的合併會計原則入賬，猶如天元通信集團一

直由本集團運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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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採用會計指引第 5號時，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的綜

合財務狀況表已重列至包括天元通信集團的資產及負債，猶如彼等在該等各自日期在本集團

內。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權益變動表及現金

流量表亦已重列至包括天元通信集團的財務業績、權益變動及現金流量，猶如彼自二零一七年

一月一日以來在本集團內。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年度強制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 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 來自客戶合約的收益

香港財務報告第 15號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來自客戶合約的收益澄清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 22號

外幣交易及預付代價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修訂本）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交易的分類及計量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4號（修訂本） 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4號保險合約一併應用的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金融工具

香港會計準則第 28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六年週期

 之部分年度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 40號（修訂本） 轉讓投資物業

已經採納新生效和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根據準則和修訂的過渡條款的引用會導致財務政

策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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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已頒布但尚未生效。

本集團並未提前應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 租賃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7號 保險合約 3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 23號

所得稅處理的不確定性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修訂本） 業務的定義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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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 28號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間的資產轉讓或投入 2

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 8號（修訂本）

重大的定義 5

香港會計準則第 19號（修訂本） 計劃修改、縮減或結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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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七年週期

 之年度改進 1

1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2 於待定日期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4 對收購日期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首個年度期間初或之後的業務合併及資產收

購生效
5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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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業額

營業額指來自物聯網解決方案和管理軟件及雲服務業務產生的營業額。

本集團本年度營業額之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根據客戶合約分解收入

截止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分部收入

物聯網

解決方案

管理軟件

和雲服務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貨物和服務種類

銷售 IT周邊產品和軟件 335,094 — 335,094

軟件開發 — 1,786,766 1,786,766

其他軟件服務 — 320,756 320,756
   

335,094 2,107,522 2,442,616
   

區域市場

中國大陸 335,094 1,831,255 2,166,349

美國 — 155,839 155,839

其他 — 120,428 120,428
   

335,094 2,107,522 2,442,616
   

收入確認時點

一個時間點 335,094 — 335,094

隨時間推移 — 2,107,522 2,107,522
   

335,094 2,107,522 2,442,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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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資料中根據客戶合約分拆收入呈報如下：

截止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分部調整 收入 調整和對沖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 IT周邊產品和軟件 335,094 — 335,094

軟件開發 1,786,766 — 1,786,766

其他軟件服務 320,756 — 320,756
   

來自客戶合約的收入 2,442,616 — 2,442,616
   

收入 2,442,616 — 2,442,616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本集團本年度營業額之分析如下：

2017

千港元

銷售 IT周邊產品和軟件 241,705

軟件開發 1,446,810

其他軟件服務 276,635
 

1,965,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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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分部資料由公司主要經營決策者匯報給公司執行董事，目的在於資源的調配和評估以提供服務

的本質為核心的分部表現。收入來源和集團成員的內部報告是公司決策者經常審閱的以分配資

源和評估表現。

以前年度，集團的呈報和經營分部如下：

1. 軟件開發和解決方案－銷售 IT周邊產品和軟件及軟件開發

2. 軟件外包－提供其他軟件服務

以上的呈報和經營分部是基於服務分類提供的。本年度，在集團收購提供軟件開發和大數據業

務的天元通信集團後，公司主要決策者關注轉變。因此，集團目前的經營和呈報分部組成如

下：

1. 管理軟件和雲服務－軟件開發和其他軟件服務業務

2. 物聯網解決方案－銷售 IT周邊產品和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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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本集團本年度營業額和呈報經營分部之分析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分部資料

物聯網

解決方案

管理軟件

及雲服務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335,094 2,107,522 2,442,616
   

分部溢利 12,567 259,384 271,951
   

未分配的其他收入，利得和虧損，淨值 64,908

投資物業公允值變動 12,336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191,287

應佔合資企業損失 (42,842)

股份支付 (46,917)

未分配的中央行政費用 (65,619)

未分配的銷售及分銷成本 (1,007)

減值損失，淨回轉 (7,235)

財務費用 (13,743)
 

稅前溢利 363,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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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物聯網

解決方案

管理軟件

及雲服務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重列） （重列）

分部收入 241,705 1,723,445 1,965,150
   

分部溢利 18,812 160,345 179,157
   

未分配的其他收入，利得和虧損，淨值 49,840

投資物業公允值變動 18,016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37,849

應佔合資企業溢利 2,772

股份支付 (33,669)

未分配的中央行政費用 (63,764)

未分配的銷售及分銷成本 (762)

財務費用 (5,275)
 

稅前溢利 184,164

 

上述年份的全部分部收入均來自外部客戶。

公司主要經營決策者根據每個分部的經營結果做出決策。分部的資產和負債分析並沒有呈報，

因為主要經營決策者並沒有經常審閱這些資料來評估資源配置和業績表現。因此，只有分部收

入和分部結果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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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資料

本集團現時在中國境內經營業務，惟其他軟件服務分部的若干服務位於其他地區。

本集團按客戶所在地（不論服務來源地）呈列外部客戶之資料。本集團按資產所在地區劃分之非

流動資產 *的相關資料。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 非流動資產 *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重列）

所在國

 －中國大陸 2,166,349 1,804,173 1,788,316 1,665,926

 －香港 — — 35,419 32,219
    

2,166,349 1,804,173 1,823,735 1,698,145

其他 276,267 160,977 1,020 1,537
    

2,442,616 1,965,150 1,824,755 1,699,682

    

* 非流動資產不包括與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權益投資（二零一七年可供出售投資）有

關的。

主要客戶資料

在二零一七年和二零一八年度沒有佔本集團總銷售額 10%以上的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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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其他收益及虧損淨額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其他收入：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2,152 22,866

應收委託貸款利息收入 — 4,036

來自金融工具利息收入按公允值計入損益表 22,615 —

可供出售投資產生之股息收入 — 1,314

增值稅退稅（附註 a） 79,810 80,011

政府補貼及補助（附註 b） 26,972 14,040

租金收入 58,675 49,727

其他 269 105
  

190,493 172,099

  

其他收益及虧損淨額：

外匯收益淨額 5,833 46

出售及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虧損）淨額 131 (38)
  

5,964 8

  

附註：

(a) 浪潮通用軟件有限公司（「浪潮通用軟件」）及（「浪潮天元通信」）從事自主開發及生產軟件的

分銷業務。根據現行中國稅務條例，在中國銷售自行開發軟件的企業可獲增值稅退稅。

(b)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 7,411,000港元（二零一七年：12,171,000港元）

為自中國政府收取之補貼，以鼓勵從事高新技術行業集團實體的發展。集團實體所收取補

貼實質上為直接財政資助，並無相關日後成本，待獲相關政府部門批准後會確認為收入。

本集團獲授之補貼並無其他附帶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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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19,561,000港元（二零一七年：1,868,000港元）為自政

府收取的資助，作為造福整個社會的部分可行性研究資金。已收取的補助在 i）完成相關項

目，ii)完成相關政府部門評估項目成果及 iii)本集團毋須履行其他日後條件後確認為收入。

5. 除稅前溢利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除稅前溢利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核數師酬金 4,936 2,586

呆壞賬（撥回）撥備 (766) 11,703

應收客戶合約工程款項減值虧損 8,001 2,691

確認為開支的研發費用 152,304 112,043

確認為銷售成本開支的存貨成本 317,348 212,238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55,972 38,201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 (12,336) (18,016)

預付租賃款及攤銷 2,297 2,237

董事酬金 15,807 5,841

其他員工成本

 薪金及其他福利 998,505 822,226

 股份支付款 35,958 30,758

 退休福利計畫供款 144,156 126,188
  

1,178,619 979,172

辦公室及員工宿舍之經營租金 59,950 5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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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即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13,380 12,190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2,507 128

 遞延稅項 2,785 10,949
  

18,672 23,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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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兩個年度並無應課稅溢利，

故並未於兩個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中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相關實施細則，除浪潮通用軟件，浪潮天元通信和

北京天元網絡股份有限公司（天元網絡）外，中國附屬公司稅率為 25%。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浪潮通用軟件，浪潮天元通信和天元網絡被認定為高

新技術企業，因此適用公司稅率為 15%。

根據工業和信息化部、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國家發展改革委《關於軟件和集成電路產業企業

所得稅優惠政策有關問題的通知》（「財稅 [2016]49號」）和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於進一步鼓

勵軟件產業和集成電路產業發展企業所得稅政策的通知》（「財稅 [2012]27號」），浪潮通用軟件

被認定為合格的軟件企業，因此有權在年度批准的情況下適用 10%的較低稅率。

因此，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浪潮通用軟件適用 10%的稅率，浪潮天元通信

和天元網絡適用 15%的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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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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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 324,030 139,201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每股基本盈利所採用之基本普通股數目 1,113,945 1,058,638

因未行使購股權導致攤薄潛在普通股的影響 3,131 7,837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所採用之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 1,117,076 1,066,475

  

* 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止年度，就每股基本盈利而言，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已經調整，假

設天元通信於 2017年 1月 1日完成收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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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於呈報期結算日後，本公司董事已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普通股

末期股息 0.04港幣（二零一七年：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每股末期股息 0.03港幣），

惟須待股東於即將召開的股東周年大會上批准方可作實。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報告期後，建議年內分派之股息：

建議就 1,138,920,736股（二零一七年：952,736,000）

 股份派付二零一八年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04港元

 （二零一七年：0.03港元） 45,557 28,582

  

9. 投資物業

千港元

公允值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重列） 506,568

轉自物業，廠房及設備 6,093

投資物業公允值變動 18,016

匯兌調整 37,243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567,920

轉自物業，廠房及設備和預付租賃款項 277,288

投資物業公允值變動 12,336

匯兌調整 (30,847)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826,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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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就賺取租金持有的所有物業以公允值計量模式並分類及入帳列為投資物業。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投資物業的公允值大約為 826,697,000港元（2017：

567,920,000港元）。該公允值乃基於中誠達資產估值顧問有限公司（與本集團無關聯的專業評估

公司）所進行的估值得出。

於二零一七年和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投資物業詳情及有關公允值等級的資料如

下：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第三級 公允值 第三級 公允值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位於以下地區的商業物業單位

 －香港 28,900 28,900 24,400 24,400

 －濟南，山東 525,525 525,525 543,520 543,520

 －北京 272,272 272,272 — —
    

826,697 826,697 567,920 567,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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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應收賬款

 －商品及服務 318,211

減：壞賬撥備 (37,062)
 

應收賬款總計 281,149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重列）

應收賬款 363,728

減：壞賬撥備 (48,744)
 

應收賬款總計 314,984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本集團應收客戶合同款分別為

318,211,000港元及 354,860,000港元。

以下為於呈報期結算日（與各收入確認日期相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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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0至 30日 182,716 172,674

31至 60日 22,607 31,614

61至 90日 4,574 21,223

91至 120日 10,763 19,318

121至 180日 19,187 15,918

180日以上 41,302 54,237
  

281,149 314,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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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應付帳款

以下為貿易應付帳款於呈報期結算日根據發票日期呈列的賬齡分析。該分析包括被歸類為持有

待售的一部分分析。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0至 30日 48,424 92,935

61至 90日 4,734 7,623

90日以上 127,495 81,924
  

180,653 182,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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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營業額實現新高，較去年同期增加
約 24.3%，毛利較去年同期增加約 34.7%。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盈利約為
324,030,000港元，較二零一七年的 139,201,000港元增長 132.8%。

(1) 來自管理軟件及雲服務收入大幅度增長

本 報 告 期 內， 集 團 錄 得 營 業 額 為 2,442,616,000港 元（二 零 一 七 年：
1,965,150,000港元），較去年增加 24.3%。其中來自管理軟件及雲服務的收入
為 2,107,522,000港元（二零一七年：1,723,445,000港元），較去年增長 22.3%；
來自物聯網解決方案的收入為 335,094,400港元（二零一七年：241,705,000港
元），相比去年增加 38.6%。雲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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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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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8,764,000港元（二零一七年：697,070,000

港元），較去年增長 34.7%。毛利率提高到 38.4%（二零一七年：35.5%），毛利
率同比增加的主要原因為：1）雲服務業務快速增加，同時其毛利率高於其他業
務；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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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穩定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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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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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905,000港元（二零一七年：
738,375,000港元），較去年增加 23.5%，主要是因為收入規模擴大，增加研發及
銷售人員，本集團整體運營費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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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57,000港元（二零一七年：
172,107,000港元），較去年增加 14.1%。主要因：1）來自新重組的位於北京
中關村軟件園三期的投資物業出租率提升，公司整體來自房租及物業收入約
58,675,000港元（二零一七年：49,727,000港元）較去年同比增加約 18%；2）已
確認來自政府的補助撥款收入約 26,972,000港元（二零一七年：14,040,000港
元）較去年同比增加約 92.1%。

(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大幅度增加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淨額約為 324,030,000港元（二零一七年：約 139,201,000

港元），較去年同期大幅度增長，主要因：1）儘管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管理軟
件業務收入繼續保持穩定增長，達致較好的規模效益；2）來自新併購的浪潮天
元通信本期盈利超過盈利目標，相比去年同期穩定增長；3）來自聯營公司投資
收益大幅度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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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基本盈利為 29.09港仙（二零一七年：13.15港仙）及攤薄後每股盈利為 29.01

港仙（二零一七年：13.05港仙）。

(6) 財務資源及流動性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為 2,053,941,000港元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901,483,000港元）。流動資產為 1,816,092,000

港元，其中主要為銀行存款和現金結餘 865,181,000港元，主要為人民幣存款。

流動負債為 1,317,72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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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倍（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1.16倍）。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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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公司在香港交易所上市，合併報表採納港幣為呈

現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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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資料

截止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 4,8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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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4,42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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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銀行存款約 22,58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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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繞「雲+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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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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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內，本集團加快向雲轉型，推出PS Cloud等雲產品，為大中小微企業提供全

面雲ERP解決方案和服務；同時聚焦「平台+生態」，全面推動雲化、智能化和生態

化發展，引領企業數字化轉型。在 2019年 1月舉辦的 2018年度中國 IT用戶滿意度

大會上，浪潮雲ERP榮膺「產品滿意度第一」等 6項殊榮；2月舉辦的 2019中國 IT市

場年會上，浪潮獲「中國管理軟件市場年度成功企業」獎，集團管理軟件蟬聯市場佔

有率第一，品牌和市場影響力進一步提升。

一：企業管理軟件及雲服務業務

報告期內，管理軟件及雲服務實現收入 2,107,522,000港元，同比增長 22.3%。收入

的快速增長一方面受益於雲服務的快速增長，成為公司收入增長動力，同時管理軟

件業務收入保持穩定的增長，覆蓋的行業範圍進一步拓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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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期內，面向大型企業市場，公司持續優化大型企業雲服務平台GS Cloud，

以互聯、共享、精細、智能理念為引領，加大推廣財務雲、人力雲、採購雲、

協同雲、差旅雲、稅管雲、營銷雲等產品，發佈EA企業大腦、企業智能型機器

人EAbot，推動大型企業數字化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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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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oud)，作為雲端專業人力資源服務化平台，人力雲以業務人力一體化

為核心，進一步拓展了人力雲的應用場景，打造了人事服務雲、薪資福利雲、

時間管理雲、社交化招聘雲、績效管理雲、培訓服務雲、全員服務雲七朵雲，

提升了產品體驗，榮獲中國人力雲市場年度影響力產品。同時針對大中型企

業特點，推出HCM Cloud PaaS平台，雲原生架構，完全自主可控，更加柔性

化，專注於企業人力業務一體化，進一步提升應用價值。未來將進一步加強市

場推廣，提升客戶體驗，擴大使用者規模。

本報告期，公司採購雲 (iGo Cloud)不斷優化內外服務，持續提升尋源能力，圍

繞企業採購透明度、採購品質、採購決策等核心問題，整合產業鏈、監管鏈、

資料鏈，進一步提升平台能力，實現了採購模式全覆蓋。該產品擁有中國中

鐵、上海建工等眾多業界標杆客戶，同時公司加快推進產品的迭代研發，利用

雲數智不斷拓展應用領域，如供應鏈金融、員工差旅等，在建築、裝備智造、

採掘、製藥、快消品等行業實現成功推廣應用。iGo Cloud在中國 IT用戶滿意

度活動中獲得「用戶首選品牌」的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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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內，公司進一步升級智能企業協同雲平台雲+。雲+作為企業移動應用

的統一入口，集成線上、線下的後台業務應用，將企業所有移動應用裝入一個

App，幫助企業提升協同效率。針對大中型企業「安全可定制」的個性化需求，

雲+新增多雲架構、個性化定制、可擴展對話式AI平台、智慧語音聊天等功

能，更換全新互聯網風格UI，全面提升用戶體驗和企業協作水準，並新增 10余

項安全特性，榮獲本年度用戶推薦品牌。在應用生態方面，接入泛微等多家夥

伴的生態應用，擴展了應用場景和客戶覆蓋率。

報告期內，面向中小企業市場，公司與Odoo設立合資公司，推出首款開源雲

ERP產品PS Cloud，包括開源工業PaaS平台和雲SaaS應用，具備開源、微服

務、SaaS三大特性。目前於公司官網www.mypscloud.com已上線 56個標準應

用，800個業務元件、行業模組，12000個協力廠商外掛程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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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提供一站式解決方案

和一體化管理平台。公司將以 PS Cloud平台為核心，加速發展合作夥伴，建設

開源生態圈，助力成長型企業上雲上平台和數字化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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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內公司推動成立中國開源工業PaaS協會，致力於以開源的模式推動工

業互聯網平台建設，滿足國內工業互聯網、企業上雲對海量工業App的需求，

助力浪潮成功入圍工信部及國家級跨行業、跨領域工業互聯網平台，PS Cloud

入選工信部「工業互聯網APP優秀解決方案」。並榮獲 2018最具創新力SaaS產

品、2018中國 IT使用者滿意度調查用戶推薦品牌、中國成長型企業雲服務市場

年度創新產品等榮譽。

報告期內，在小微企業市場，公司完成浪潮易雲線上 3.0新版上線，打通企業財

務、業務、稅務、金融等環節，為小微企業提供包括雲會計、雲進銷存、雲代

賬、雲訂貨、雲 e融等在內的一站式雲服務解決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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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不斷反覆運算優化，

進一步提升用戶體驗，更加便捷、智能、人性化。浪潮易雲在綫成功入選工信

部「中國中小企業首選服務商」，浪潮雲會計獲得「2018中國軟件和信息服務業

企業雲應用領域最佳產品獎」，「小微企業雲服務市場年度影響力產品」等多項大

獎，業務繼續保持高速增長。浪潮易雲將進一步發揮平台特有的鏈接、移動、

智能、安全特性，與更多的生態夥伴深入合作，為更多的小微企業提供業、

財、稅一體化的一站式雲服務，助力企業上雲，幫助小微企業加速數字化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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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理軟件業務

報告期內，通過對浪潮天元通信的收購和業務重組，以及對軟件外包業務進行

轉型調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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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

內，受益於簽約合同金額及整體需求的增長，管理軟件實現收入穩定增長。

報告期內，一方面不斷的拓展新客戶，另一方面繼續挖掘和維護老客戶的新需

求，推動產品的替換升級，加強各個業務單元的市場協同，擴大收入規模。公

司充分利用在集團管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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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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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潮財務共享產品和服務通過包括網上報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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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共享產品可以說明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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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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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8年度CCID及CCW等機構評選中，榮

獲「中國財務雲市場年度影響力產品」、「產品滿意度第一」等多個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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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內，公司推出新一代智能製造整體解決方案「智造+」，融合AI、區塊

鏈、邊緣計算等新 IT技術，業務上涵蓋企業全業務經營鏈條，包括：銷售、採

購、協同計畫、產品設計、智能車間、智慧服務企業的全業務經營鏈；並發佈

製造運營管理 (MOM)產品，包含雲中心、邊緣層兩層應用，支持基於機器視覺

的產品品質自動檢測、設備預測式維修、設備檢測雲等多種智能服務，同時公

司積極推動戰略合作，協作、共享、共創、共贏，為製造業提供更好的智能製

造服務，說明製造企業從傳統製造發展到數字製造，最終實現跨產業鏈的網絡

化智能製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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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報告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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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大型工業企業的大數據

創新應用」等 3項目入圍工信部互聯網+製造示範專案，彰顯浪潮工業互聯網、

智能製造方面的實力和研發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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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內，浪潮天元通信聚焦電信運營商的軟件發展與服務，主要包括提供支

撐系統軟件發展等方面的產品與服務。目前在國內已覆蓋中國移動、中國聯

通、中國電信以及中國鐵塔的總部及各大運營商的全國 31個省級子公司。報告

期內，受益於運營商穩定的需求，本集團 0SS軟件業務實現收入穩定增長。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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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094,000港元，同比增長 38.6%。

面向糧食行業，本集團向各級糧食主管部門和大、中、小、微不同規模的糧庫提供

基於物聯網的智慧糧食整體解決方案。公司堅持自主創新，持續加強核心技術自主

研發，運用物聯網等新技術與糧食業務的融合。目前智慧糧庫方案已在全國近千家

糧庫得到應用。於 2018年 12月底，本集團收購鄭州華糧科技 60%股權，預計整合

之後，將進一步鞏固在智慧糧食行業的市場佔有率第一的地位。鄭州華糧科技旗下

的「中華糧網」是一個成熟的專業門戶網站，集糧食B2B交易服務、信息服務、價格

發佈等功能於一體，擁有豐富的會員資源，對助力本集團發展智慧農業信息化方面

的大數據提供良好平台。

面向通信行業，在報告期內推進了與中國移動物聯網公司在物聯網平台方向的合

作，目前已經在省級公司等地進行了部署應用，同時在多個省市公司面向交通、能

源等行業成功實施了基於物聯網的 ICT項目。根據運營商的管理需求，天元通信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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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強化針對物聯網設備、網絡、系統以及信息提供端到端整體解決方案，對物

聯網核心業務進行集中管理，實現了信息業和通信業的高效融合，助力運營商政企

業務發展。隨著 4G網絡的發展以及 5G網絡的逐步擴大建設，本集團可以利用雲計

算、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和運營商的物聯網大連接能力深度整合，攜手開拓企

業市場。

商業規劃

浪潮率先提出助力企業數字化轉型戰略，提出「數字化轉型成就智慧企業」等理念。

同時，浪潮始終站在時代的轉型前沿，不斷反覆運算創新，給出數字化轉型的體系

和方法論，以雲數賦能，打造企業大腦，幫助打造互聯、共享、精細、智慧的智慧

企業。二零一九年，公司將在鞏固高端和行業優勢同時，繼續強化向企業SaaS服務

業務的轉型。公司將大力發展雲夥伴，構建雲生態體系，爭奪中小型企業管理軟件

和雲服務市場，進一步提升公司企業SaaS服務的市場份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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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見的未來本集團成為中國企業管理軟件與雲服務的領導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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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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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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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惟以下偏離情況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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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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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等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全年均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訂之

標準。

審閱帳目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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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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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下列期間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1)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日至二零一九年六月六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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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符合出席股東周年大會

和於會上投票的資格，所有股份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一九年五月

三十一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

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 17樓 1712-1716號

舖。

(2)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九年六月十三日至二零一九年六月十七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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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符合建議末期股息的

資格，所有香港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一九年六月十二下午四時三十

分前送達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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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三月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王興山先生、李文光先生、靳小州先生、非執行董事董海

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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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