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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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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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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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同二零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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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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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5%至約港幣550,669, 000元(二零一六年：港幣521,703,000元)。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當期虧損約港幣 12,635,000元，較去年同期虧損增加約143.97% (二零

一六年：虧損港幣5,179,000元) 。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之每股基本虧損約1.40港仙，較去年同期虧損增加約 145.61%。 (二零

一六年：虧損0.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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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2 550,669  521,703 

銷售成本  (396,616)  (368,862) 

     

毛利  154,053  152,841 

     

其他收入 3 61,282  58,918 

投資物業之公允值增加  5,519  3,059 

行政及其他營運費用  (146,606)  (137,329) 

銷售及分銷成本  (96,551)  (89,510) 

應佔聯營公司盈利  10,439  7,831 

     

除稅前虧損 4 (11,864)  (4,190) 

稅項 5 (1,010)  (798) 

     

經營業務的期內除稅後虧損  (12,874)  (4,988) 

本公司擁有人應占期內(虧損)溢利  (12,635)  (5,179) 

非控股權益應占期內(虧損)溢利  (239)  191 

  (12,874)  (4,988) 

每股(虧損)盈利     

  基本  (1.40)仙  (0.57)仙 

  攤薄  (1.40)仙  (0.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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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虧損)溢利  (12,874)  (4,988) 

其他全面收益：     

  因換算境外營運産生之匯兌差額  41,459  (40,727) 

  轉撥物業、廠房及設備為投資物業之重估收益  639  55,351 

  轉撥物業、廠房及設備為投資物業之重估遞延稅項  0  (13,124) 

期內全面溢利  29,224  (3,488) 

     

應佔全面收益     

  本公司擁有人  28,671  (3,582) 

  少數股東權益  553   94  

  29,224  (3,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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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未經審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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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724  312,869 

投資物業  530,154  506,568 

  預付租賃款額  33,254  32,447 

  可供出售投資  20,697  20,067 

聯營公司權益  127,282  102,926 

合營公司權益  125,469  131,174 

  1,151,580  1,106,051 

流動資產     

  存貨  13,960  8,294 

  貿易應收賬款及应收票据 9 167,970  160,784 

  預付土地租賃款額  844  818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85,447  78,806 

  應收客戶合約工程款項  76,530  46,284 

應收委託貸款 7   326,942 

  應收最終控股公司款額 9 2,149  295 

  應收同集團附屬公司款額 9 143,164  58,459 

已抵押銀行存款  10,319  18,449 

  銀行結餘及現金  1,026,151  852,975 

  1,526,534  1,552,106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10 91,278  96,184 

  其他應付賬款,已收按金及應計開支  478,339  479,857 

  應付客戶合約工程款項  194,575  188,819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款額 10 2,805  13,409 

  應付同集團附屬公司款額 10 27,946  27,855 

遞延收入-政府補助  61,825  49,753 

  應繳稅項  14,381  12,852 

  871,149  868,729 

流動資產淨額  655,385  683,37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806,965  1,789,428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收入-政府補貼  15,738  12,467 

  遞延稅項負債  43,678  42,370 

  59,416  54,837 

  1,747,549  1,734,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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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未經審計) (續)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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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9,015  9,015 

  儲備  1,737,721  1,725,31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746,736  1,734,331 

     

少數股東權益  813  260 

     

     

權益總額  1,747,549  1,734,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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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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六年                    

  一月一日 9,015  953,077  92  (2,634)  40,550  153,974  584,686  1,738,760  1,165  1,739,925 

                    

海外業務所產生之                    

滙兌差異 －  －  －  －  －  (40,630)  －  (40,630)  (97)  (40,727) 

期內損益 －  －  －  －  -  －  (5,179)  (5,179)  191  (4,988) 

确认投资物业公允值 －  －  －  42,227        42,227    42,227 

確認授予期權         13,150      13,150    13,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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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已確認之權益 －  －  －  42,227  13,150  (40,630)  (32,225)  (17,478)  94  (17,384)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9,015  953,077  92  39,593  53,700  113,344  552,461  1,721,282  1,259  1,722,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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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投资物业公允值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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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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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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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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60)  (91,254) 

    

已動用於投資業務的現金淨額 295,772  (391,930) 

    

已動用於融資業務的現金淨額 (27,046)  (27,046)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增加（減少）淨額 148,466  (510,230)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852,975  1,095,218 

    

外滙匯率改變之影響 24,710  (23,212) 

期終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銀行結餘及現金 1,026,151  561,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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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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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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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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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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業額及分類資料(續) 

業務分類(續) 
 

                       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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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647 
 

162,056 
 

521,703 
 

   
 

 
 

 
 

分類業績  8,293 
 

(1,647) 
 

6,646 
 

   
 

 
 

 
 

未分配收入   
 

 
 

11,681 
 

投資物業公允值增加   
 

 
 

3,059 
 

未分配企業開支   
 

 
 

(33,407)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7,831 
 

除稅前虧損   

 

 

 

(4,190) 

 

稅項   
 

 
 

(798) 
 

期內虧損   

 

 

 

(4,988) 

 

        

 
3. 其他業務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16,032  13,768 

增值稅退稅 23,084  21,056 

政府津貼及補貼 2,261  12,054 

租金收入 19,267  11,682 

其他 638  358 

 61,282  58,918 

 
 

4. 除稅前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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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02  94,533 

折舊 8,933  9,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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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得稅     

香港  -  - 

中國企業所得稅  -  - 

遞延稅項  1,010  798 

     

  1,010  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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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損)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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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經營業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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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虧損）盈利） 
 (12,635)  (5,179)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所採用之（虧損）盈利  
(12,635)  (5,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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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1,536  901,536 

 潛在攤薄普通股之影響：     

     – 購股權  -  -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虧損)所採用之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901,536  901,536 

 

7. 應收委託貸款 
 

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及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一日訂立一項委託貸款框架協議，據此，

本集團同意通過金融機構向本集團的同集團附屬公司浪潮電子資訊產業股份有限公司（「浪潮

電子資訊」）提供委託貸款。本集團亦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六日訂立一項補充協議，據此，

本集團同意浪潮電子資訊提供委託貸款。應收委託貸款本金167,507,000港元及156,340,000

港元為無抵押，4.35%的年利率計息及分別於二零一七年三月及四月到期。於二零一六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應收委託貸款產生的應收利息分別為1,943,000港元及1,152,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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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董事建議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不派發中期股息（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無）。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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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  於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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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695  97,110 

31-60 日  8,586  10,118 

61-90 日  5,400  4,051 

91-120 日  9,542  4,114 

121-180 日  10,295  8,675 

180 日以上  37,452  36,716 

  167,970  160,784 

     

  於二零一七年  於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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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946  38,311 

31-60 日  70,160  5,127 

61-90 日  1,642  164 

91-210 日  2,443  2,741 

210 日以上  19,973  12,116 

  
143,164  58,459 

 

 
    

 
 

 於二零一七年  於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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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95 

31-60 日  127  - 

61-90 日  1,943  - 

90 日以上  79  - 

  2,149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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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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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  於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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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03  55,032 

31-60 日  787  3,624 

61-90 日  1,443  3,633 

90 日以上  79,245  33,895 

  91,278  96,184 

     

  於二零一七年  於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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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9  1,574 

31-60 日  526  7,483 

61-90 日  2,629  237 

90 日以上  21,312  18,561 

  27,946  27,855 

     

  於二零一七年  於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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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1  10 

31-60 日  6  - 

61-90 日  747  - 

90 日以上  531  13,399 

  2,805  13,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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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股本 
 

 股份數目   

  千股  千港元 

     

每股 0.01 港元之普通股     

法定：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  2,000,000  2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  901,536  9,015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901,536  9,015 

     
 

     每股所附之權利與當時之發行股票享有同等權利。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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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供應交易 (i) 11,015  6, 654 

銷售代理交易     

(1) 累計交易金額 (ii) 189,666  127,189 

(2) 相關傭金金額  1,257  1,259 

採購交易 (iii) 9,967  5,402 

公共服務交易 (iv) 3,353  6,172 

租賃服務 (v) 16,609  11,682 

 
附註： 

(i) 本集團按市場價供应貨品予浪潮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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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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本報告期內，經營業務營業額較去年同期增加約5.55%，毛利較去年同期增加約0.79%。本公司擁

有人應佔虧損約為12,635,000 港元，相比去年同期虧損增加約143.97%。 

 

（1）經營業務營業額 

 
本報告期內，集團錄得營業額為550,669,000 港元（二零一六年：521,703,000 港元），較去年增

加5.55%。其中軟體開發及解決方案的營業額為411,772,000港元（二零一六年：359,647,000 港

元），較去年增長14.49%，增長主要原因為公司在智慧糧食和中大型企業管理軟體方面收入同比

增加，繼續保持穩定增長的趨勢；軟體外包業務營業額為138,897,000 港元（二零一六年：

162,056,000 港元），同比減少14.29%，減少主要原因為來自一家主要客戶的訂單在本報告期同

比大幅度減少，儘管公司積極拓展其他客戶收入，來自新客戶的收入增長未能彌補該主要客戶的訂

單減少，引致軟體外包業務收入同比下降。 

 

（2）經營業務毛利 

 
本報告期內，經營業務錄得毛利為154,053,000 港元（二零一六年：152,841,000港元）， 較去年

增長0.79%。本年內， 綜合毛利率為27.98%（二零一六年：29.3%)，略微減少1.32%。毛利率同

比減少的主要原因為軟體外包業務處於調整期。 

 
（3）銷售及分銷成本及行政費用 

 

本報告期內，銷售及分銷成本及行政費用為243,157,000 港 元（二零一六年：226,839,000 港元），

較去年增加7.19%，主要是因為研發及市場拓展費用增加，特別是本集團增加雲服務業務的研發費

和市場推廣費，同時公司拓展新的軟體產品的銷售渠道，引致費用成本同比增加。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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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82,000 港 元（二零一六年： 58,918,000 港元），

較去年增加4.01%。主要變動原因為：（一）來自軟體開發銷售業務的增值稅退稅收入為23,084,000 

港元（二零一六年：21,056,000 港元）較去年同比增加9.63%；（二）來自投資物業的租金收入

19,267,000 港元（二零一六年：11,682,000 港元）較去年同比增加64.93%；（三）來自政府補

貼及撥款收入2,261,000 港元（二零一六年：12,054,000 港元）較去年同比減少81.24%。 

 

（5）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亏损 

 
本報告期內，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淨額約為12,635,000 港 元（二零一六年：虧損5,179,000 港

元），主要系：（一）公司本報告期積極進行市場渠道拓展和推廣，引致營業費用同比增加約7,041,000

港元及（二）研發費用和管理費用相比去年同比增加 9,277,000港元。 

 
經營業務虧損增加，主要系：（一）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公司積極增加研發費用和市場費用的投

入，以確保管理軟體業務收入穩定增長和市場份額；同時公司積極拓展雲服務業務，現階段雲服務

收入規模比較小。（二）公司軟體外包業務面臨轉型，上半年來自一家主要客戶訂單減少，導致上

半年軟體外包分部業績表現不佳。公司積極拓展其他國內新客戶，並積極挽留有競爭力的人才。 

 
本公司擁有人應占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為1.40 港仙（二零一六年：每股虧損0.57 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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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源及流動性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為1,746,736,000 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1,734,331,000 港元）。流動資產為1,526,534,000港元，其中主要為銀行存款和現金結

餘1,026,151,000 港元，主要為人民幣存款。流動負債為871,149,000 港元，主要包括應付賬款、

應付票據、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開支。本集團的流動資產約為流動負債的1.75 倍（二零一六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1.79 倍）。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

銀行借款。 

 

 

僱員資料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3,162名僱員。於回顧期內，僱員薪酬總額(包括董事及強制性

公積金供款）約爲293,425,000港元。 

本集團根據僱員之表現、經驗厘定僱員薪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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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及醫療保障計

劃。 

 
 
資産抵押 

 

截止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銀行存款约10,319,000港元被質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约18,449,000港元）。 

 

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採購及銷售主要以美元及人民幣計值。本集團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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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務回顧 

 

報告期內，本集團順應互聯網+，全面貫徹落實「以數據為核心」的戰略，以浪潮企業雲作為企業

轉型升級的新動能，旨在助力集團客戶打造智慧型企業，利用雲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移動互聯

等技術，繼承創新，加快向雲服務、數據服務轉型，力求成為中國企業管理軟體與雲服務的領導廠

商。 

 
報告期內，本集團緊抓“企業上雲”機遇，浪潮ERP雲化升級為浪潮企業雲，以互聯、共享、智能

理念為引領，提供包括領域雲、行業雲、小微企業雲的全方位雲服務，為企業構建“智慧大腦”。

5月26日本集團在北京正式發佈新一代企業雲平臺GS 7.0，產品基於混合雲的模式，實現廣泛連接，

為客戶打通商業網絡。面向企業市場舉辦浪潮企業雲全國巡展，覆蓋濟南、長春、臨沂、鄭州、武

漢、西安、重慶等20 個城市，吸引眾多企業客戶參會。本集團繼續以大型企業雲產品、解決方案

和服務及混合雲應用模式為主攻方向，圍繞國資監管、財務共享、智能製造、浪潮雲眼智慧工地等

專題舉行覆蓋多個省市的市場推廣活動。 

 

一、管理軟體及相關服務 

 
1、 雲服務業務 

 

報告期內，公司緊跟行業發展趨勢，繼續秉承「專業化領先戰略」，聚焦已佈局的雲服務領域，加

大研發投入，进一步引进高端研发人才，在雲會計、人力雲、採購雲、云进销存、浪潮 雲+等方面

取得較快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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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通過自主研發、設立獨立運營實體，專注推動小微企業雲業務。公司已在二零一七年三月成功

舉辦「上浪潮雲讓會計易」為主題的雲會計發佈會暨慧牙行動啟動儀式。浪潮雲會計自二零一六年

底上線以來，獲得用戶的積極關注，截止到本報告期，註冊用戶已超過15萬。未來公司將進一步提

升雲會計的用戶體驗，以體現更高效、更專業、更便捷的優勢，協助企業實現「票、財、稅」一體

化和智慧化，幫助小微企業與專業服務機構建立連接，助力企業管理升級。同時公司還將與各級政

府部門積極配合，持續參與推進雙創活動，為小微企業激發潛能，快速推廣浪潮雲會計，進一步拓

展用戶數。 

 
公司進一步拓展人力雲的應用場景和提升產品體驗，持續優化管控、人事、薪酬等多個應用場景體

驗，定位於為大中型企業提供專業人力資源雲服務解決方案。未來公司將進一步加快市場推廣，緊

扣市場熱點與優秀管理模式，提升企業端和個人端的客戶體驗，進一步提升使用者應用品質，擴大

使用者規模。 

 

公司採購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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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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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期內，公司正式發佈雲+智慧化企業協同平臺，包含移動門戶、數位元化工作平臺、數位化協

同平臺、智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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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在典型客戶正式上線，

日PV超過15萬。未來將以雲+為統一入口，進一步包括移動報帳、資金移動分析、庫存掃碼、項目

管理等多種移動應用。 

 
 

2、軟體及數據服務業務 

 

為積極應對互聯網+ 與傳統企業融合的挑戰，浪潮ERP云化升级为浪潮企业云，公司圍繞智慧製造、

製藥、建築、粮食、交通等行業的經營特點，推出行业云雲解決方案。 

 
報告期內，公司進一步整合研發資源，優化公司的核心產品，已完成研發並正式發佈財務雲、採購

雲、供應鏈雲、人力雲、協同雲、分析雲、司庫與資金雲、智慧製造雲等核心產品。於5月26日本

集團在北京正式發佈新一代企業雲平臺GS 7.0，採用全新的互聯網風格UI, GS7.0基於混合雲的模

式，實現廣泛連接，協助客戶打通商業網絡。GS7.0核心應用持續擴展，提供20多個面向角色的

Dashboard，新增60多張報表與報表中心，支撐平滑升級；新增資金結算平臺，完善了業財一體化

共用方案，重構會計平臺；支援資料庫橫向擴展，改進許可權模型;推出會計電子檔案，會計資料

可直接生成電子檔案。iGO電子超市，與京東、蘇寧等主流電商對接，通過集成多電商平臺，用戶

採購可實現一站式比價及採購，降低企業整體採購成本。本報告期，公司進一步提升大資料產品能

力，發佈Igis2.0，主要包括Online線上地圖服務、2D/3D/移動GIS開發套件，全面支撐有GIS需求

的專案應用；新增多種三維GIS特性，並在正通大数据等典型客戶中得到專案應用。公司緊抓全國

糧食行業資訊化升級帶來的機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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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化集成服務。智慧糧食解決方案本報告期再次

簽約中儲糧智慧糧庫專項、山東省糧食局等重大專案。憑藉公司對糧食行業及物聯網技術的深刻理

解，公司在糧食資訊化領域，繼續保持領先的市場佔有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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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付方面，公司堅持「以客戶為中心」的理念，對新建和人手不足區域補充當地語系化人員，同時

引進交付經理、高級顧問等方式，確保專案的交付進度按客戶計畫達成，通過強化目標責任書，與

銷售人員協同合作，考核目標一致。本報告期，公司繼續深化專案立項承包責任制，深化專案管理

系統應用，綜合運用過程覆核、月度跟蹤、月度管理打分等多種方式，提高客戶滿意度，以確保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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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產品和服務美譽度。公司也組織各種形式的產品與技能培訓、遠端案例分享，推動交付資源一體

化共用，推動實施人員專業化和認證結果應用，調整員工薪酬結構，激發交付人員積極性。本報告

期，各項主要交付指標達成取得滿意的效果。 

 
二：軟體外包業務 

 

報告期內，繼續挖掘微軟、古河電工、山東聯通、移動卓望等客戶的業務佈局核心，同時積極探索

新的戰略級核心客戶，找出業務新的發力點。探索與微軟的新一輪戰略合作方向，建立新的戰略合

作。切實推進了與古河電工在雲計算方面的合作，配合其全球統一化專案，為17年下半年專案在國

內、亞太及全球的推進打下良好基礎。逐步擴大雲計算、大資料、物聯網、機器學習等新型外包業

務比例，推動軟體外包業務向產品、平臺、雲與大資料全面轉型，打造智慧業務流程管理平臺(iBPM) 、

人工智慧分析服務(aiAnalytics) 、網格化綜治平臺等產品。因一家主要客戶自身業務的策略調整，

導致本報告期公司外包業務收入同比大幅度下降，公司一方面透過積極開拓電信、海關總署、LINK、

海爾、海信、F5等新的客戶，承接新的業務；另一方面，公司也積極挽留專業能力比較強的員工，

調整部分績效不符要求員工，通過控制成本來減低虧損金額。預期隨著新業務及新客戶的開拓和人

員成本調整的完成，下半年軟體外包業務的表现將有一定的改善。 

 
 
 

商業規劃 

 
二零一七年下半年，公司將繼續貫徹落實「以數據為核心」的戰略，通過聚焦行業與核心產品，繼

續實施積極的市場擴張策略，加強分銷夥伴的招募和直銷人員的擴充，進一步擴充重點省區的銷售

隊伍。公司將加大研發投入和高端人才的引進，提升公司面向中小企業的雲進銷存、雲ERP的用戶

體驗，突破中小微企業市場，成為國內領先的、專業的互聯網財稅雲服務廠商。公司繼續通過國際

合作、自主研發等方式，使公司具備更全面的企業雲服務方案，提高公司核心產品競爭力，實現「傳

統軟體業務全面雲化」與「雲服務業務跨越式發展」的目標，成為引領中國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風

向標」和「賦能者」。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於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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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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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日採納新購股權計劃。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日，本公司已根據授股

權計劃授出12,0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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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港元認購本公司股份。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十六日，本公司已根據授股權計劃授出40,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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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港元認購本公司股份。於二零

一六年五月十三日，本公司已根據授股權計劃授出30,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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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港元認購本公司股份。於二零一七年五月四日，本公司已根

據授股權計劃授出20,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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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港元認購本公司股份。 

於本报告期末，根据购股权计划可供发行及尚未行使的股份数目分别为67,020,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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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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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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条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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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確認所有董事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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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王興山先生及靳小州先生；非執行董事申元慶先生及董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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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