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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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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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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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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2&3  2,401,025  2,221,582 

銷售成本    (1,893, 855)  (1,693, 488) 

       
毛利    507,170  528,094 

其他收入 

 

 

 4  90,929  96,829 

其他所得及損失 

 

 4  (20,947)  (8,804) 

行政及營運費用    (313,402)  (275,986) 

銷售及分銷成本    (275,882)  (241,707) 

財務成本    (6,101)  (15,029)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14,505)  

 

(16,325) 

商譽減值虧損    (63,915)  -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虧損    (237)  -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13,627  705 

       
除稅前(虧損)溢利    (83,263)  67,777 

稅項  6  (16,106)  (19,617) 

       
年內(虧損)溢利    (99,369)  48,160 

       
應佔年內(虧損)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93,319)  50,408 

       
非控股權益虧損    (6,050)  (2,248) 

       
    (99,369)  48,160 

       
每股(虧損)盈利  7     

       

－基本    (2.22)港仙  1.31 港仙 

       
－攤薄    (2.22)港仙  1.30 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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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內(虧損)溢利    (99,369)  48,160 

其他全面收益       

折算境外經營產生的匯兌差額 

 
   10,585   64,534 

本年度全面收益(支出)總額 

 

   (88,784)  112,694 

       
應佔全面收益(支出)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82,743)  114,853 

非控股權益       

    (6,041)  (2,159) 

       

    (88,784)  112,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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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1,349  90,778 

預付土地租賃款  9  38,146  - 

商譽    14,188  77,649 

其他無形資產    21,122  39,493 

可供出售之投資    22,693  22,566 

聯營公司權益    128,489  114,219 

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122,629  122,175 

    468,616  466,880 

       
流動資產       

存貨    148,309  97,083 

貿易應收賬款  10  250,563  202,894 

預付土地租賃款  9  874  -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64,223  66,368 

應收客戶合約工程款    39,761  50,237 

應收同集團附屬公司款額    150,217  100,479 

應收直接控股公司款額    -  33,896 

應收最終控股公司款額    11,965  19,258 

應收非全資附屬公司股東之款額    -  20 

可收回稅項    1,241  1,980 

已抵押銀行存款  12  14,786  - 

銀行結餘及現金  12  1,184,761  1,255,855 

    1,866,700  1,828,070 

分類為持作出售資產    -  60,103 

    1,866,700  1,888,173 

流動負債       

衍生金融負債    30,857  9,600 

貿易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11  192,276  161,159 

其他應付賬款、已收按金及應計開支    174,896  139,591 

應付客戶合約工程款額    85,443  37,253 

應付同集團附屬公司款額    26,885  19,746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款額 

  

   3,221  4,787 

應付附屬公司非控股公司款額 

 

   -  3,177 

遞延收入-政府資助    3,903  3,271 

可贖回可換股優先股  13  64,961  - 

應繳稅項    11,717  16,869 

    594,159  395,453 

與分類為持作出售資產有關的負債    -  31,663 

    594,159  427,116 

流動資產淨額    1,272,541  1,461,05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741,157  1,927,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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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續）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收入 － 政府補助    16,735  2,663 

可贖回可換股優先股  13  -  63,519 

遞延稅項負債    19,140  22,668 

    35,875  88,850 

       
    1,705,282  1,839,087 

       
       
股本及儲備       
股本    8,455  8,415 

儲備    1,693,749  1,826,220 

       
母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股權    1,702,204  1,834,635 

非控股權益    3,078  4,452 

       
權益總額    1,705,282  1,839,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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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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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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披露—金融資產轉移 

 

採納本年度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對本集團於本年度及過往年度的財務表現及狀況及或該等

財務報表所披露資料並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以下已頒佈但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期間之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之年度改善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 — 金融資產和負債的互相抵消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強制性生效日期及過

渡披露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修訂本） 

 

綜合財務報表、聯合安排及於其他實體權益的披

露過渡指引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本） 

 

投資實體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聯合安排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披露其他的權益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1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2011經修訂） 雇員福利
1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2011經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
1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2011經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的投資
1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其他全面收入專案之呈列4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抵消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
2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0號 露天礦場生產階段的剝采成本
1
 

  

1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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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於二零一四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收入 

 

收入代表本集團售出貨品及提供服務之已收取代價的公允價值及應收款項扣減折扣、退貨

及折讓。本集團本年度收入之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出售 IT 元件 1,239,465 963,443 

軟件開發合約收入   

  －銷售的 IT 外圍設備和軟件 480,953 675,803 

  －軟件開發 492,152 457,859 

軟件外包合約收入 188,455 124,477 

 2,401,025 2,221,582 

      

3. 分部資料 

 

本集團的收益及業績按經營及呈報分類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IT服務 

綜合 
IT元件貿易 

軟件開發和解

決方案 
軟件外包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1,239,465 973,105 188,455 2,401,025 

     
分部業績（虧損） 75,487 (169,599） 4,477 (89,635) 

     
其他收入，所得和損失    8,367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13,627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虧損    (237) 

集團行政開支    (9,284) 

利息支出    (6,101) 

     
除稅前溢利    (83,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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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資料(續)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IT服務 

綜合 
IT元件貿易 

軟件開發和解

決方案 
軟件外包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963,443 1,133,662 124,477 2,221,582 

     
分部業績 73,994 (2,804） 3,973 75,163 

     
其他收入和所得    13,346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705 

集團行政開支    (6,408) 

利息支出    (15,029) 

     
除稅前溢利    67,777 

     
註:以上年度的分類收入均來自外部客戶銷售收入。 

 

分部資產及負債 

本集團資產及負債按經營及呈報分類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綜合  IT服務 

IT元件貿易 
軟件開發和

解決方案 
軟件外包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分部資產 158,536 562,717 42,300 763,553 

     
物業廠房及設備 

聯營公司權益 

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現金及銀行存款 

已抵押銀行存款 

   64,623 

128,489 

122,629 

1,184,761 

14,786 

預付土地租賃款    39,020 

其他資產    17,455 

     
綜合資產總額    2,335,316 

     負債     

分部負債 39,014 430,293 11,715 481,022 

應付稅款 

優先股 

衍生金融負債 

遞延稅務負債 

其他負債 

   11,717 

64,961 

30,857 

19,140 

22,337 

綜合負債總額    630,034 



 

 9 

分部資料（續） 

分部資產及負債（續）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綜合  IT服務 

IT元件貿易 
軟件開發和

解決方案 
軟件外包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分部資產 108,761 679,978 47,118 835,857 

     
物業廠房及設備 

聯營公司權益 

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現金及銀行存款 

其他資產 

   21,339 

114,219 

122,175 

1,255,855 

5,608 

     
綜合資產總額    2,355,053 

     負債     

分部負債 62,227 324,488 4,227 390,942 

應付稅款 

優先股 

衍生金融負債 

遞延稅務負債 

其他負債 

   16,869 

63,519 

9,600 

22,668 

12,368 

綜合負債總額    515,966 

 

其他分部資料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金額已包含在分部業績和分部資産表中 

 

 
   IT服務       

 
IT元件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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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添置非流動資產 16  13,776  915  14,707  44,343  59,05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69  25,681  1,607  27,457  424  27,881 

（回撥）撇減存貨  (287)  1,396  -  1,109  -  1,109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  10,799  3,706  14,505  -  14,505 

商譽撥備 -  63,915    63,915  -  63,915 

應收合同款撥備 -  3,788  -  3,788  -  3,788 

呆壞賬撥備 -  2,697  737  3,434  -  3,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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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資料（續） 

其他分部資料（續） 

 

數據是通常提供給本集團之高層經營管理人員進行決策的資料，但不包括在分類利潤或

是分類資產及未分配給任何營業分類數據。 

 

     千港元 

聯營公司權益     128,489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13,627 

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122,629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虧損     (237) 

利息費用     (6,101)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金額已包含在分類業績和分類資產表中 

 

 
   IT服務       

 
IT元件貿易 

 軟件開發和

解決方案 
 軟件外包 

 持續經營

業務合計 

 
未分類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添置非流動資產 8  19,357  999  20,364  -  20,364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72  28,973  2,978  32,123  427  32,550 

撇減存貨 6,007  -  -  6,007  -  6,007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  12,619  3,706  16,325  -  16,325 

應收合同款撥備 -  4,577  -  4,577  -  4,577 

呆壞賬撥備 104  1,219  -  1,323  -  1,323 

            
 

 

 
 

數據是通常提供給本集團之高層經營管理人員進行決策的資料，但不包括在分類利潤或

是分類資產及未分配給任何營業分類數據。 
     千港元 

聯營公司權益     114,219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705 

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122,175 

利息費用     (15,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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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資料（續） 

地區分類 

 

本集團的業務目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不包括香港）及香港開展，除了一些服務所提

供的軟件外包開發服務部設在其他地區。 

 

下表提供了本集團根據持續經營業務的市場或客戶地理區域劃分的收入，而不論公司貨物

或服務原産地及集團非流動資産的地理位置： 

 

 按外部客戶劃分之收入 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1,239,465 963,443 20,298 20,888 

中國（不包括香港） 1,017,915 1,163,347 425,378 423,178 

其他 143,645 94,792 247 248 

 2,401,025 2,221,582 445,923 444,314 

注： 

 

 

 

 

 

          
注：非流動資產不包括可供出售的投資。 

 

4. 其他收入和其他所得及損失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收入：    

利息收入 31,731  24,043 

增值稅退稅(備註 1) 52,195  52,045 

政府補貼及補助(備註 2) 5,163  19,118 

來自可出售投資的股息收入 1,840  1,623 

 90,929  96,829 

    

    

    

其他利潤和損失：    

外匯收入淨額 (1,154)  20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收益 (144)  44 

來自修訂優先股條款之損失 -  (9,600) 

優先股公允價值變動 (21,257)  - 

處置附屬公司損失 (719)  - 

處置其他無形資產收益 1,696  - 

其他 631  544 

 （20,947）  （8,804） 

        備註:  

1. 浪潮（山東）電子資訊有限公司（「浪潮山東電子」），浪潮通信資訊系統有限公司（「浪潮通信」），

山東浪潮商用系統有限公司（「浪潮商用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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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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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3,962,000 港元（二零一一年：12,314,000 港元）爲自中國政府收取

之補貼，以鼓勵從事高新技術行業集團實體的發展。集團實體所收取津貼爲實物形式的直接資助，幷無

相關日後成本。本集團獲授之津貼幷無其他附帶條件。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1,201,000 港元（二零一一年：6,80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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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批准後確認爲收入。 

 

5. 年內（虧損）純利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虧損）純利經扣除下列各項：        

        

呆壞賬撥備  3,434    1,323  

沖回呆壞賬撥備  -    (1,281)  

應收客戶合約工程款的減值損失  3,788    4,577  

研發成本  39,405    29,406  

核數師酬金  2,000    2,000  

確認為銷售成本中的存貨成本 

  （包括存貨撇減 1,109,000 港元（二零一一年：6,007,000 港元） 

 

1,563,580    1,451,033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7,881    32,550  

攤銷土地租賃款  297    -  

減：土地租賃款資本為在建工程   （297）    -  

        

        

董事酬金  4,401    5,077  

其他員工成本        

薪金及其他福利  450,135    344,277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54,011    38,957  

  股份支付  1,733    8,704  

  510,280    397,015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可贖回可換股優先股之利息開支  6,101    15,029  

 

辦公室及員工宿舍之經營租金 

  

19,160 

    

18,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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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項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    

香港利得稅 12,002  11,557 

中國企業所得稅 7,074  9,035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撥備不足︰    

香港利得稅 (85)  (70) 

中國企業所得稅 659  1,428 

遞延稅項 (3,544)  (2,333) 

 16,106  19,617 

 

 

該兩年度香港利得稅按估計應課稅溢利的16.5%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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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浪潮通信、浪潮商用系統及浪潮通用軟件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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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潮通信、浪潮商用系統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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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全部中國附屬

公司享受該項稅收優惠的最新批文乃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年度獲得。此外，

浪潮通用軟件於二零零五年獲評定為「國家規劃局內的重點軟件企業」，故自截至二零零

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起開始額外享有5%稅率減免，惟該稅務優惠須每年由中國

各稅務機關更新。有關二零一二年度的該稅務優惠已在二零一三年三月獲得。 

 

根據中國有關法律法規，本集團中國附屬公司浪潮山東電子自首個獲利年度起兩年內豁免

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其後三年減半。浪潮山東電子的首個獲利年度分別為截至二零零六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 

 

根據財政部及國家稅務總局有關若干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的通知《財稅[2000]25號〈財政部、

國家稅務總局、海關總署〉關於鼓勵軟件產業和集成電路產業發展有關稅收政策問題的通

知》第二條，浪潮世科（山東）資訊技術有限公司（「世科山東」）、浪潮世科（青島）

資訊技術有限公司（「世科青島」）及浪潮高優（上海）資訊技術有限公司（「高優上海」）

均獲評定為「軟件企業」，自首個獲利年度起兩年內豁免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其後三年

減半。世科山東、世科青島及高優上海的首個獲利年度分別為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 

 

實施企業所得稅法並無影響中國附屬公司已獲授之稅項減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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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項（續） 

 

本年度的調整綜合(虧損)收益與稅前(虧損)溢利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稅前(虧損)溢利 (83,263)  67,777 

    按現行稅率 25％利得稅 (20,816)  16,944 

稅務影響佔聯營公司利潤 (3,407)  (176) 

稅務影響佔共同控制實體虧損 59  - 

稅務影響不可扣稅開支之稅務 29,102  13,859 

稅務影響毋須課稅收入之稅務 (1,081)  (19,180) 

稅務影響未確認稅務虧損 19,795  11,176 

中國附屬公司的稅收減免影響 (1,673)  (2,407) 

香港以外有權經營的其他司法管轄區項下的不同稅率的影響 (5,913)  (5,953)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574  1,358 

來自中國附屬公司的預繳稅的遞延稅款 12  1,471 

其他 (546)  2,525 

    
本年稅項 16,106  19,617 

 

在最後報告期內，本集團未動用稅項虧損 133, 246,000 港元（二零一一年：54,065,000 港

元）的可用於抵銷未來利潤。未確認遞延稅項資產由於這些損失在最後報告期內，無法預測

其未來的盈利來源。包括在未確認稅務虧損內的 78,381,000 港元、43,523,000 港元和

1,827,000 港元（2011 年：無、43,523,000 港元及 1,827,000 港元），將分別在 2017 年、2016

年和 2015 年到期。其他稅務虧損可無限期結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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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虧損)盈利 

本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虧損)盈利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採用之(虧損)盈利 

（母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年度(虧損)盈利） 

(93,319) 50,408 

可贖回可換股優先股之利息 - -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所採用之(虧損)盈利 (93,319) 50,408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股份數目 千股 千股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採用之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4,207,659 3,861,069 

潛在攤薄普通股之影響：   

— 購股權 - 16,720 

— 可贖回可換股優先股 - -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所採用之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4,207,659 3,877,789 

      
 

由於公司的可贖回可換股優先股的轉換與行使期權將導致每股(虧損)減少，計算截至二零

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攤薄(虧損)時幷無計入該等購股權的影響。 

 

計算截止二零一一年攤薄每股收益時，由於公司的可贖回可換股優先股的轉換將導致每股

盈利增加，幷無計入該等購股權的影響。 

 

8. 股息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內確認已分派之股息：   

二零一一年末期股息：1.2 港仙 

（二零一零年︰1 港仙） 
50,489 37,916 

      
 

董事會已建議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每股末期股息0.006港元（二零一一年：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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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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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預付土地租賃款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資產 874 - 

非流動資產 38,146 - 

 39,020 - 

本集團的預付租賃款項指在中國獲取的土地使用權。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團正在履

行有關土地使用權證書的審批。隨後於 2013 年 1 月 24 日，在未產生額外的顯著成本情況下，

獲得證書。 

 

10. 貿易應收賬款 

 

本集團向客戶提供平均30至210日的賒賬期（二零一一年：30至210日）。於資產負債表日，

該貿易應收賬款的賬齡分析是按扣除撥備呆壞賬的應收賬款淨值。二零一一年賬齡分析金

額中包含已分類為可供出售資產應收款港幣3,507,000。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 至 30 日 133,960 101,622 

31 至 60 日 18,426 10,763 

61 至 90 日 4,986 9,736 

91 至 120 日 5,638 9,147 

121 至 180 日 15,318 8,750 

180 日以上 72,235 66,383 

 250,563 206,401 

       

11. 貿易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供應商向本集團提供平均30至120日的賒賬期（二零一一年：30至12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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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日的賬齡分析。二零一一年賬齡分析金額

中包含已分類為可供出售資產應付款港幣16,471,000。：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 至 30 日 145,579 110,842 

31 至 60 日 8,169 16,383 

61 至 90 日 7,336 11,305 

90 日以上 31,192 39,100 

 192,276 177,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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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銀行結餘及現金、已抵押銀行存款 

 

銀行結餘及現金包括本集團所持現金及三個月或以內到期之短期銀行存款。銀行結餘按市

場介乎0.01％至3.25％（二零一一年：0.01％至3.5％）利率計息。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銀行結餘及現金中約值1,103,127,000港元（二零一一年：1,104,000,000港元）是不可自

由兌換為其他貨幣的人民幣。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銀行結餘約71,488,000港元、12,000港元、1,624,000港元及

零港元（二零一一年：130,300,000港元、13,470,000港元、660,000港元及163,000港元）分別

以美元、日元、港元及歐元計值，而幷非以各集團實體功能貨幣計值。 

 

已抵押銀行存款為抵押予銀行，以取得銀行承兌匯票和一般授予本集團的銀行信貸，因此

歸類為流動資產。已抵押銀行存款利息按市場利率介乎2.85％至3.25％計息。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抵押銀行存款中約3,039,000港元（2011年：無）是不可

自由兌換為其他貨幣的人民幣。已抵押銀行存款約5,217,000港元（2011年：無）是美元，

這不是相對應實體的功能貨幣計值。 

 

13.可贖回可轉換優先股 

於本年度，可贖回可轉換優先股優先股的負債部分及換股權衍生工具的變動情況載列如

下： 

                       換股權 

  負債部分 衍生工具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    -     

 取代優先股 63,519 9,600   _______ _______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63,519 9,600 

 利息支出 6,101 -    

 年內已支付利息 (4,659) -    

 公允值變動損失 -    21,257   _______ _______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64,961 30,857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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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營業額為港幣2,401,025,000港元，較去年同

期增加約8.08%（二零一一年：港幣2,221,582,000元）。 

（1）營業額 

本年內，營業額為2,401,025,000港元(二零一一年：2,221,582,000港元)，較去年增加約8.08%。

營業額增加主要來自 IT元器件貿易業務營業額增長 , IT元器件貿易業務錄得營業額

1,239,465,000港元(二零一一年：963,443,000港元)，較去年增長28.65%，但IT服務業務營業

額較去年減少7.68%。 

本年內，IT服務業務營業額為1,161,56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1,258,139,000港元)，其中軟體

及解決方案的營業額為973,105,000港元（二零一一年：1,133,662,000港元），比去年減少

14.16%；軟體外包業務營業額為188,455,000港元(二零一一年：124,477,000港元)，相比去年

增加51.40%。軟體及解決方案業務中銷售IT相關產品及軟體的營業額為480,953,000港元（二

零一一年：675,803,000港元），較去年減少28.8%；但軟體開發業務營業額為492,152,000港

元（二零一一年：457,859,000港元），同比增長7.5%。 

 

（2）毛利 

本年內，錄得毛利為507,17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528,094,000港元)，較去年減少3.96%。本

年內，綜合毛利率為21.12%(二零一一年：23.77%)，減少2.65%。毛利率同比減少的主要原

因為IT元器件貿易業務所占比重增加。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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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9,284,000港元(二零一一年：517,693,000港元)，較

去年增長13.83%，主要是因為研發費用和市場費用增長，特別是為增加企業競爭力，公司

研發和市場員工的費用開支增加顯著。 

 

（4）其他收入、其他利潤和損失 

本年內，其他收入、其他利潤和損失合併為69,982,000港元(二零一一年：88,025,000港元) ，

較去年減少20.50%。主要因優先股公允價值變動損失21,257,000港元所致（去年同期因修訂

優先股條款損失9,600,000港元），以及本年收到政府補貼同比減少約13,955,000港元所致。 

 

（5）股東應占溢利 

本年內，股東應占虧損淨額約為93,319,000港元(二零一一年：溢利50,408,000港元)，較去年

大幅度下降。溢利下降主要系：（一）公司積極增加研發和市場費用投入，銷售及分銷成

本及行政費用增幅顯著，同比增加約71,591,000港元；（二）本年內，商譽的減值費用約

63,915,000港元(二零一一年：無)。管理層確認移動通信業務及數位媒體業務引致的全部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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譽減值主要系業務盈利貢獻和未來溢利遠遜預期。（三）因市場競爭激烈，儘管公司營業

額輕微增長，但毛利率同比下降，導致公司毛利總額也下降約20,924,000港元。 

每股基本及攤薄後每股虧損分別為2.22港仙(二零一一年︰盈利1.31港仙)和2.22港仙(二零一

一年︰盈利1.30港仙)。 

 

（6）財務資源及流動性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股東資金為港元1,702,204,000（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1,834,635,000港元）。流動資產為1,866,700,000港元，其中主要為銀行存款和現

金1,184,761,000港元，主要為人民幣存款。 

流動負債為594,159,000港元，主要包括應付帳款、其他應付帳款及應計開支及可贖回可轉

換優先股。本集團的流動資產約為流動負債的3.14倍（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42

倍）。 

於二零一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幷無銀行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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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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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四日，本公司與優先股持有人訂立補充契約（「補充契約」），本公

司及優先股持有人相互同意自二零零九年十月一日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期間按季支付

6%股息，(i)其中三分之一（即每年2%）以現金支付；及(ii)三分之二（即每年4%）透過分配

額外優先股支付（「以股代息」），有關數目按以股代息金額除以股代息發行價計算。以股

代息發行價釐定為緊隨該股息支付日期前連續十個交易日聯交所每日報表所示普通股平均收

市價100%。每份以股代息均可轉換為一股普通股。除可轉換的普通股數目外，以股代息的所

有其他條款與優先股一致。向優先股持有人發行以股代息的條款詳情載於本公司二零零九年

十月十五日刊發的通函。 

於二零一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與優先股持有人訂立補充契約，優先股屆滿日期自二零

一一年十二月八日起再延長兩年，股息率由每年6%增至9%，股息僅以現金支付。修訂優先股

的條款詳情載於本公司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刊發的通函。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一日，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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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根據83,174,600股優先股之轉換通知而發行415,873,00股普通股。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八日，

本公司根據贖回通知而贖回95,056,686股優先股。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結餘

優先股本金額為63,518,905港元，優先股數目為72,859,049股，可轉換為297,052,141股普通股。 

 

 

收購及出售事項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本公司透過浪潮山東一家全資附屬公司，與兩間關聯方公司成立一間共

同控股公司－山東浪潮雲海雲計算産業投資有限公司。集團的總投資款為人民幣100,000,000，

佔其33.33％的股本權益。 

本集團已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以人民幣23,000,000的代價完成出售山東浪潮電子政務軟件公司

之全部股本權益於一間關聯方公司。 

 

僱員資料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3,785名僱員（二零一一年：3,877名僱員）。 

本年內，僱員薪酬總額（包括董事及強制性公積金供款）約為510,28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

約397,015,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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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日，根據二零零八年購股權計劃，公司授予高管和高級研發人員6,010萬

的期權，以激勵員工和股東一起創造分享企業價值。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010萬

股權可行使但尚未行使。 

 

資產抵押 

截止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資產並無被質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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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二零一二年，全球經濟仍處於復蘇之中，中國內地面臨著人民幣升值以及通脹上升，對整體

營商環境亦帶來一定程度的影響。以央企為代表的大型集團企業的管理提升需求，國內IT服

務的投入總體增長。公司繼續秉承“專業化領先戰略”，繼續推進向雲計算SaaS服務商轉型，

圍繞雲計算等核心領域，加強技術產品創新，深耕優勢行業，加強市場拓展，增加投入力度，

希望藉此逐步調整完成公司產品結構，增強核心競爭力，在雲計算細分領域取得新的突破。 

1、IT服務業務 

本集團所從事的IT服務業務，是指圍繞企業集團管控、電信、醫藥、建築、稅務、金融、煤

炭、製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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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公司全面落實專業化領先戰略，加強企業雲、XBRL與內控等技術與規範研究和落地，

持續完善產學研用協同創新研發體系，依靠技術創新不斷提升產品競爭力。 

2012年浪潮ERP加強企業雲推進，將雲計算與集團管控相結合，市場拓展與產品研發雙管齊下，

實現核心業務的穩步增長。 

 

市場拓展上深化高端優勢。繼續聚焦集團企業、軍工、儲備、建築、船舶、醫藥、煤炭等優

勢行業，通過加強精准化行銷和案例行銷，推動行業複製，進一步深化與大型集團企業的合

作，陸續簽署了中國航太科技、中國航空工業、中國兵器裝備、中國商用飛機、中國儲備糧、

大連船舶、中煤科工集團等中國100強企業，也包括常林集團、萬達集團等國內民營的行業龍

頭，大中型客戶市場份額進一步擴大。2012年公司加大了樣板客戶成功案例的宣傳，選擇目

標行業、重點區域，樹立了一批核心應用全面、價值化特色明顯、業務特色有代表性的樣板

客戶，在杭州、鄭州、北京、武漢、上海、西安等重點區域主辦了幾十場大型行業交流研討

活動，支援重點行業和區域銷售,有力地鞏固了高端市場優勢。 

產品研發上著重兩個“加快突破”：一是加快突破產品雲化升級，面向集團企業提供“雲+

端”的全面私有雲解決方案。發佈了浪潮管理軟體旗艦產品浪潮GS6.0套件，全面支援雲計算，

涵蓋集團管控13大領域99個產品模組2375個功能點，很好地支援了“集團管控從財務管控為

主向財務、業務管控並重”的資訊化方向升級，形成了以“供應鏈、生產、成本”為核心的

集團ERP、以“成本、預算”為核心的管理會計、人力資源管理等新的市場機會。另外還相

繼發佈了CSP、CEPP、CRM等系列雲產品，強化雲服務、移動應用、電子商務等新特性，積

極開展雲環境下的IT規劃和應用集成等服務。二是加快突破管理軟體轉型升級，進一步提升

產品競爭力和高端市場地位。結合集團管控模式由財務管控向戰略管控和運營管控轉變的發

展趨勢，以管理會計為重要抓手，以全面預算、戰略成本、決策預測、績效管理為主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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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續完成了生產製造、風險內控、CRM、主資料管理、移動應用等新產品的研發，為雲時代

正處於轉型期的集團企業提供更為全面的解決方案、管理工具和重要支撐，滿足了企業精細

化管理的需求。同時承擔國家863重點專案“面向離散型集團企業集約化經營管理平臺研發與

應用”以及“雲製造服務平臺關鍵技術”等重大專項，產學研用協同,將為我國製造業從傳統

的生產型企業向“技術＋管理＋服務”的服務型企業轉型提供重要的技術支撐。 

2012年，公司在通信行業面臨著較大的困難，一方面由於主要客戶電信運營商控制支出，另

一方面，公司的軟體產品標準化程度還有待提升，產品成本高企，直接影響產品的競爭力。

2013年，通信行業投資繼續保持增長，LTE有望規模啟動。LTE的啟動，將帶來OSS支撐模式

的轉變，網管系統將迎來質的變化和改造，OSS的業務地位將越來越重要。運營商之間的全

業務競爭，對OSS支撐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正面臨向新一代OSS的發展，OSS 的技

術和建設功能將進一步完善。 

 

未來，公司將繼續推進向雲計算SaaS產品和服務供應商轉型，探索和推動雲環境下的IT規劃、

企業應用集成等業務，繼續參與國家標準、地方、行業標準的制定。公司將通過進一步整合

有效資源和推動創新發展，佔領雲計算市場的先機，打造雲計算領導廠商。 

 

（2）嵌入式系統及相關服務 

在稅控設備方面，受營改增及網路發票開具模式推廣的影響，沒有省份進行招標，公司銷售

大幅度下降。在網路開票即將成為市場主流的情況下，整體上傳統商業稅控機市場不振，預

計未來稅控設備的銷售將持續下降。 

在自助辦稅終端市場，公司對自主研發的自動辦稅終端（ARM）性能進一步進行了優化和升

級， ARM產品已經在國稅系統30個省和地稅系統15個省得到推廣和使用。今後，隨著總局直

采專案的實施和普及，自助辦稅終端得到越來越多納稅人和稅務機關的瞭解和認可，ARM產

品要進一步完善產品結構和功能，不斷降低成本，並克服競爭對手的低價銷售的不利局面，

力爭達成國稅市場基本覆蓋全國，地稅市場的覆蓋率面和裝機大廳數也大幅提高，實現地稅

市場的規模化推廣。  

2012 年，在金融自助終端市場，除在繼續開拓傳統自助終端的市場外，積極拓展新產品，公

司提出了管道服務整體解決方案，為客戶提供覆蓋在行式銀行網點各不同分區、離行式服務

網點以及各種銀企合作管道的全面解決方案，目前解決方案下相對應的銀醫設備、自助髮卡

機、自助填單機等都已經開發完成，進入量產階段，櫃面交互終端、低櫃現金出納機第一版

樣機開發完成。市場方面，除在繼續開拓傳統自助終端的市場外，積極開拓新產品市場，銀

醫產品在中總行入圍，在農行、建行都取得銷售，目前銀醫已經取得幾十個成功案例，自助

填單機產品在北京建行、雲南建行等多個建行批量推廣成功，自助髮卡機在中國銀行總行入

圍，並在十幾家分行取得銷售。公司希望通過對老客戶的挖潛以及創新產品的推出進一步增

加在金融市場的競爭力以及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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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軟體外包業務 

本集團外包業務主要包括對全球500強企業及優秀IT企業的系統應用開發、嵌入式系統開發、

品質保證與測試等資訊技術外包(ITO, IT Outsourcing)服務，資料處理、運維託管、呼叫中心等

業務流程外包(BPO, 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服務，以及軟體產品、仲介軟體與開發平臺開

發(PDO, Product Development Outsourcing)等服務。受全球經濟復蘇緩慢的大環境的影響，國際

離岸市場將進一步萎縮。對中國服務外包企業而言，歐美市場將隨著貿易保護主義的再度興

起以及內包重啟潮流而大幅縮水。而在對日外包市場領域，近年來日本經濟劇烈下滑，中日

政治要素的影響將在2013年開始逐步顯示出來。近年來，隨著外包驅動因素由“成本套利”

向“戰略協作”的轉變、“現場加離岸”（onsite & offshore）交付模式的發展，中國服務外包

企業海外接單、海外並購日益增多，但路途卻並不平坦。複雜的國際政治形勢和西方國家保

護主義的加強，致使中國服務外包企業拓展海外業務面臨的障礙增多、投資風險加大，給離

岸市場的開拓帶來不利影響。 

2012 年，公司繼續保持和日本NTT DATA、古河電工、KNT等客戶友好合作；增強與中國移動、

中國聯通等國內電信運營商的戰略合作，增加在美國本土外包市場的投入力度，增加了在微

軟西雅圖總部on-site人員。得益於微軟業務和國內業務的增長，公司外包業務同比增長超過

51.4%。 

隨著新技術的不斷發展，國內新興服務外包細分市場會不斷湧現，雲計算、物聯網、電子商

務、移動互聯網、大資料與商業分析等領域將會帶來更多新的商機。 

 

 2、IT元器件貿易 

IT元器件貿易實現營業額約為1,239,465,000港元，占總營業額的51.62%（2011年： 43.37%）。

公司將通過拓展新的客戶群，維持IT元器件業務的穩定發展。 

商業規劃 

2013年，公司將繼續實施積極的市場擴張策略。進一步加強市場投入和管道建設的力度，在

省會城市和主要地市佈局力量，增加市場人員隊伍，並進一步改進銷售人員激勵機制。加強

行業市場建設，確保軍工、建築、儲備等優勢行業的突破。建立業務規劃驅動全面預算的機

制,強化業務線作為行銷發動機的作用。進一步持續進行研發投入，穩固現有產品，結合雲計

算要求推動新一代產品的開發，提升整體解決方案能力，實現業務模式和服務模式的創新。

加強對外合作與幷購，積極面對各種挑戰，力爭保持在雲計算相關領域的優勢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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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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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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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非執行董事張體勤先生、黃烈初先生及戴瑞敏女士因公務無法

出席股東周年大會。本公司未來將適當安排會議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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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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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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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三年五月十七日至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二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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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五月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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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三年六月四日至二零一二年六月六日（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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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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股票須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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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王興山先生、陳東風先生、孫成通先生、董海龍先
生、非執行董事申元慶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戴瑞敏女士、張體勤先生及黃烈初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