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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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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收入主要來自中國業務，功能貨幣為人民幣。報告期內，報表貨幣按港

幣呈現的平均匯率升值 8%，本集團收入較去年同期增長 30.27%，毛利較去年同期增長 32.13%。

(1) 營業額

本報告期內，集團錄得營業額為 1,518,139,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 30.27%（二零二零年同期：

1,165,380,000港元），本集團的收入主要來自以人民幣計價的中國業務，按人民幣計算的增長率為

19.85%。其中來自雲服務業務收入為 319,623,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 41.68%（二零二零年同期：

225,591,000港元），按人民幣計算的增長率為 30.35%，雲服務業務收入佔本集團營業額的比重為

21.05%，成為公司收入增長動力；管理軟件業務的收入為1,021,137,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 27.02%

（二零二零年同期：803,927,000港元），按人民幣計算的增長率為 16.86%；物聯網解決方案業務收入為

177,379,000港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長 30.56%（二零二零年同期：135,862,000港元），按人民幣計算的增長

率為 20.12%。

(2) 毛利

本報告期內，經營業務錄得毛利為 515,424,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 32.13%（二零二零年同期：

390,089,000港元），按人民幣計算的增長率為 21.56%。整體毛利率為 33.95%，較去年同期平穩增長（二零

二零年同期：33.50%）。

(3) 行政費用、研發費用及銷售費用

本報告期內，行政費用為 167,467,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 0.26%（二零二零年同期：167,911,000港

元），按人民幣計算較去年同期減少 8.24%，主要原因是公司積極壓縮各項行政支出，提升管理效率。

本報告期內，研發費用為 190,654,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 34.32%（二零二零年同期：141,936,000港

元），按人民幣計算的增長率為 23.58%，主要原因是雲服務業務研發投入增加，公司擴充研發人員。

本報告期內，銷售及分銷費用為 247,678,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 25.22%（二零二零年同期：

197,795,000港元），按人民幣計算的增長率為 15.21%，主要原因是銷售規模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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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業務其他收入、其他淨收益

本報告期內，其他收入、其他淨收益為 119,320,000港元，較同期去年增長 76.50%（二零二零年同期：

67,603,000港元），按人民幣計算的增長率為 62.39%。主要原因：1）軟件退稅 28,147,000港元，較去年

同期增長 17.91%（二零二零年同期：23,872,000港元）；2）政府專項撥款 48,654,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

長 569.80%（二零二零年同期：7,264,000港元）；3）投資物業租金收入 33,962,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

10.32%（二零二零年同期：30,786,000港元）。

(5) 來自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投資收益

本報告期內，來自聯營公司投資收益為 10,882,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 4.79%（二零二零年同期：

10,385,000港元），按人民幣計算較去年同期減少 3.59%。本報告期內，來自合營公司投資收益為

1,229,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 26.67%（二零二零年同期：1,676,000港元）。

(6) 除稅前溢利（虧損）

本報告期內，本公司錄得除稅前溢利為 22,191,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同期：虧損 57,230,000港元），主要原

因為管理軟件業務經營利潤為110,546,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179.88%（二零二零年同期：39,498,000

港元）。

(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

本報告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 18,967,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同期：虧損 49,112,000港元），本報告

期利潤有大幅增加，主要原因為管理軟件業務經營利潤為 110,546,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 179.88%（二

零二零年同期：39,498,000港元）。

每股基本盈利為 1.67港仙（二零二零年同期：虧損 4.31港仙），攤薄後每股盈利為 1.66港仙（二零二零年同

期：虧損 4.29港仙）。

(8) 財務資源及流動性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流動資產為 2,548,439,000港元，其中主要為銀行存款和現金結餘 1,077,000,000

港元，主要為人民幣存款。

流動負債為 2,080,936,000港元，主要包括應付賬款、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開支。本集團的流動資產為流動

負債的 1.22倍（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9倍）。

本集團並無銀行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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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採購及銷售主要以人民幣及美元計價。本集團未使用任何衍生工具以對沖貨幣風險。目前本集團財務

狀況穩健，將可應付到期的外匯負債。本集團功能貨幣為人民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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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僱員資料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 5,838名員工。本報告期內，經營業務項下的員工薪酬總額（包括董事薪

酬及強制性公積金供款）為 588,957,000港元。

根據本集團制訂的薪酬政策，基於員工的業績、能力等釐定員工薪酬，並向符合資格的員工授予獎勵及期權。

此外，本集團向全體員工提供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及醫療保障計劃，同時公司也為員工提供繼續教育及培訓，以

不斷提升他們的技能。

資產抵押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因招投標的需要，本集團的銀行存款 10,978,000港元被質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21,489,000港元）。

業務回顧

報告期內，本集團發揮在雲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全棧技術領先優勢，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突破核心

技術，加快打造一流平台產品和SaaS服務，以浪潮雲ERP為核心，着力發展智慧企業生態圈，在持續擴大高端

優勢基礎上，進一步加快向雲轉型，推動集團高質量發展。

報告期內，本集團發佈新一代企業級PaaS平台浪潮 iGIX3.5，全面升級產品生態化能力；相繼推出大型企業數字

化平台浪潮GS Cloud、新一代成長型企業開源雲ERP浪潮 inSuite等系列新版本產品。同時本集團以諮詢規劃引

領，持續深化大客戶經營，簽約中國儲備糧、東方電氣、中鐵工業等中央企業大客戶。報告期內，緊抓企業數

字化轉型熱點，聯合中國總會計師協會等第三方機構，發佈集團企業、成長型企業及財務、人力等領域數字化

轉型白皮書，發佈糧食、港口等行業數字化轉型白皮書，助力智慧企業建設，品牌和市場影響力進一步提升。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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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和擴大生態圈建設，賦能浪潮夥伴和客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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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得 319,623,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

41.68%（二零二零年同期：225,591,000港元）。



6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1) 大型企業市場

報告期內，面向大型企業市場，本集團持續優化大型企業數字化平台GS Cloud，2021年 3月發佈GS 

Cloud 2103版。緊抓大型集團企業數字化轉型與技術升級換代熱點，充分發揮新一代信息技術的優

勢，基於豐富的應用實踐，融合資料、場景與AI，運用智能預測、語音交互、OCR、RPA等技術，提

升財務雲、人力雲、採購雲、協同雲、財資管理雲、差旅雲、稅管雲等產品數字化、智慧化體驗，加

速推動大型企業數字化轉型。報告期內，在計世資訊 (CCW Research)主辦的 IT用戶滿意度大會上，浪

潮榮獲「用戶滿意度第一」獎項。

報告期內，本集團持續優化選代新一代企業級PaaS平台－－浪潮 iGIX，正式發佈 iGIX3.5版本，進一

步增強「雲原生、低代碼、智能化」三大特性，助力大型企業打造自主可控的數字化轉型平台，提升

企業的數字能力、業務能力和生態能力，激發企業數字化創新活力。1月 26日，浪潮低代碼建模體系

UBML正式開源，聯合高校、夥伴、ISV、社區參與者等共建開源生態，進一步鞏固浪潮 iGIX技術領先

與開放的形象。據計世資訊 (CCW Research)研究報告顯示，浪潮 iGIX連續兩年保持國內 aPaaS市場綜

合競爭力第一。

報告期內，本集團以客戶為中心，持續優化選代HCM Cloud產品，改善使用者體驗，簽約四川煤炭、

四川煙草工業、安陽鋼鐵等系列大中型企業。國際數據公司 (IDC)最新發佈的《中國公有雲人力資本

管理應用 (HCM)SaaS市場 2020年下半年跟蹤報告》中顯示，浪潮HCM Cloud位居中國人力資本管理

SaaS市場第三位。

報告期內，本集團進一步加強與工商銀行、民生銀行等金融機構在財資雲方面的合作，充分發揮浪潮

在財務、資金、網報、差旅服務等全業務一體化優勢，不斷擴大與銀行的合作領域，將資金單產品

合作延伸到差旅、網報、財務、預算等多業務場景，共同構建面向企事業單位的財資管理綜合服務平

台，並積極聯合工商銀行、民生銀行創新渠道營銷新模式，市場拓展成效顯著，業務取得高速增長。

本報告期，集團進一步升級協同雲，融合信息門戶、協同辦公等場景打造數字協同平台，為使用者提

供覆蓋「全員、全端、全域」的協同能力，滿足客戶「一體化、低代碼、模組化、隨需定制、快速搭建」

的自主創新設計需求。報告期內，簽約東方電氣、川煤集團、天津能源、河南交投等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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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長型企業市場

報告期內，本集團面向成長型企業，加快新一代開源雲ERP產品 inSuite研發，發佈 inSuite1.2版本。

採用雲原生架構，聚焦數據驅動的業務能力，圍繞方案、應用、實施、接口、開發、服務共六大類業

務場景提供線上服務，並提供低代碼開發平台，聚合多類型夥伴和開發愛好者，共同打造成長型企業

雲社區，滿足企業全生命週期的數字化需求。大力發展渠道夥伴，進一步開放產品、開放市場，構建

利益共同體，強化「平台 +生態」聚合能力。

(3) 小微企業市場

報告期內，面向小微企業市場，推進浪潮雲會計和雲進銷存新版本研發，並開發智能發票、雲幣、智

慧導賬等特色功能，面向全國重點地市積極推進全稅種批量一鍵報稅，同時加強生態合作，與金山

WPS、e簽寶等達成戰略合作。

二、 管理軟件業務

報告期內，本集團管理軟件業務覆蓋的行業和客戶群進一步擴展。集團充分利用在財務共享、智慧製造、

企業大數據、網絡運營支撐系統 (OSS)等領域的產品優勢及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方面的技術優勢，持續推

動大型企業客戶管理創新和數字化轉型，錄得收入 1,021,137,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 27.02%（二零二零

年同期：803,927,000港元）。

本集團以財務共享引領數字化轉型，持續鞏固浪潮在財務共享領域的領先地位。報告期內，浪潮財務共享

利用RPA、OCR、自然語言處理、知識圖譜、機器學習等技術，從「動手能力、感知能力、認知能力」等方

面，結合場景打造智慧財務新方案，涵蓋共享報帳、財務核算、資金管理、稅務管理、報表管理等多領域

智能財務應用。報告期內，新簽浙江國運、河南神火、銅陵有色等客戶，榮獲2021中國CFO最信賴的財務

智能化轉型服務商、CCID「新一代信息技術創新產品」、2021領先科技成果「優秀項目」、2020IT用戶滿意度

大會「產品滿意度第一」等獎項。

報告期內，本集團基於新一代「雲邊端」智能製造技術架構，進一步研發製造執行管理系統、製造物聯平台

等產品，正式推出「智造 +」智能製造整體解決方案，覆蓋數字供應鏈、生產製造、品質管理、智能工廠、

邊緣智能等核心領域，並在船舶、盾構機等大型裝備製造企業開展深度推廣應用。報告期內，打造了一批

智能製造行業典範，「中鐵高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山東巨能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等客戶榮獲「2020年度

中國製造業優秀CIO」獎項，山東華建鋁業集團有限公司」榮獲「2020年度智能製造最佳實踐及傑出應用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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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內，浪潮天元通信抓住網絡業務升級改造機會，持續打造、升級並發佈全新雲睿 iOSS2.0系列產

品，針對運營商 5G及雲網融合業務，實現對網絡運維運營的全域端到端、自動化、智能化敏捷支撐。在優

勢省份，推進智能運維、網絡中台等O域核心業務迅速落地。持續推進B域、M域等跨域業務，實現業財融

合、PaaS平台、數據中台等產品在多個客戶多點突破。面向核心新業態運營商，成功實現全域運營支撐業

務佈局，並向廣電、鐵塔公司、中移智行、中移互聯網等其他行業新業態運營商拓展業務，為客戶提供智

慧運營支撐產品及服務，助力行業客戶數字化轉型。

三、 物聯網解決方案業務 (I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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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379,000港元，同

比增長 30.56%（二零二零年同期：135,862,000港元）。

面向糧食及農業行業，本集團通過整合控股的中華糧網資源，優化產品線，開拓佈局智慧農業、智能倉儲

等市場，向各級糧食和物資儲備主管部門、應急管理部門和大、中、小不同規模的涉糧企業、物資儲備

庫、倉儲物流園區提供智慧糧食和智能倉儲整體解決方案。報告期內，浪潮智慧糧食獲得 2020智慧農業

「種子工程」典型案例 TOP30獎項。報告期內，簽約青海糧食現代物流綜合平台項目、新余現代糧食產業園

項目、濟寧江北現代糧食物流園智能化項目、中國儲備糧管理集團有限公司一卡通運維項目、浙江省永康

地市糧庫智能化升級改造項目等。

報告期內，把握網絡雲化帶來的雲數據中心和運維市場需求，提供前期諮詢、規劃設計、預製交付、驗證

節能、運維一體化的雲網全生命週期服務，助力運營商客戶構建雲網一體的新一代基礎設施。同時聯合行

業夥伴構建生態體系，助力運營商大力發展政企業務，發揮浪潮在雲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領域優勢

和合作夥伴行業應用優勢，持續拓展DCS市場。

商業規劃

二零二一年下半年，本集團作為國內領先的企業管理軟件與雲服務提供者，將進一步加大研發投入，打造品質

過硬的雲ERP產品，升級迭代大型企業、成長型企業雲產品，為各類企業提供全面數字化解決方案和數字化轉

型服務。同時繼續加強SaaS產品運營和數字化營銷，提升雲業務收入佔比，持續強化規劃諮詢引領，深化大客

戶經營，鞏固高端市場地位；堅持「平台 +生態」的夥伴經營理念，提高市場覆蓋率。於未來，依託浪潮品牌影響

力，不斷打造新技術、新應用、新模式，用一流的產品和服務，推動企業數字化、智能化轉型，為客戶和夥伴

創造價值，與中國企業共成長。



浪潮國際有限公司  |  二零二一年中期報告

9其他資料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股份的權益及淡倉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各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以及彼等各自聯繫人於本公司及其任何相聯法團的股本、相關

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錄於該條所指登記冊的權益及淡倉，或根據上

市規則所載的標準守則而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a) 於本公司股份的好倉
    

董事姓名 身份
持有普通股

之數目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之百分比     

董海龍 實益擁有人 4,000 0.00%

(b) 本公司股本衍生工具的相關股份的長倉
     

董事姓名 身份 股本衍生工具的詳情 相關股份的數目 每股認購價
（附註） 港元     

王興山 擁有人 購股權 3,100,000*1 3.16

黃烈初 擁有人 購股權 200,000*1 3.16

張瑞君 擁有人 購股權 200,000*1 3.16

丁香乾 擁有人 購股權 200,000*1 3.16

附註：(1) 董事的期權 2018年 10月 16日根據 2008年期權計劃授出。

除上述披露外，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概無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或彼等之聯繫人士於本公司或任何聯營公司

股份或股本衍生工具相關股份持有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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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的主要股東名冊顯示，除本公司董事以外，以

下股東已知會本公司彼等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有關權益。

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的好倉

本公司每股面值 0.01港元的普通股
    

股東姓名╱名稱 權益類別

佔本公司
實益持有

普通股數目
已發行股本
之百分比    

浪潮集團有限公司 公司（附註 1） 621,679,686 54.58%

浪潮海外投資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附註 1） 428,278,400 37.60%

浪潮雲投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附註 1） 193,401,286 16.98%

附註 1： 由於浪潮集團有限公司間接擁有浪潮海外投資有限公司和浪潮雲投有限公司已發行股本 100%股權，故此，浪潮集團

有限公司被視為於 621,679,686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並無人士於本公司股份或股本衍生工具相關股份中擁有任何其他相關權益或淡倉。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本報告期內，本公司或任何附屬公司沒有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股份。

競爭性權益

本報告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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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根據全體股東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日及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通過的書面決議案採納購股權計劃

（「購股權計劃」），主要目的為向經甄選之參與者就彼等對本集團之貢獻提供獎勵或回報，及╱或有助本集團招

聘及挽留優秀僱員，吸引對本集團及本集團持有任何股權的實體有重要價值之人力資源。購股權計劃於採納當

日起計十年內可有效行使。根據購股權計劃，本公司董事會可向合資格參與者（包括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之

僱員、行政人員或高級職員及執行及非執行董事以及過往或日後對本集團有貢獻之任何供應商、顧問及諮詢人）

授出可認購本公司股份的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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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一日，本公司根據 2008年購股權計劃授出 3,000萬購股權予本集團若干僱員及董事，有關

購股權持有人可按行使價每股 2.06港元認購本公司股份。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本報告期

內，沒有購股權行使，660萬購股權權失效。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剩餘2,180萬購股權未行使。

於二零一八年十月十六日，本公司根據 2008年購股權計劃授出 3,000萬份購股權予本集團若干僱員及董事，有

關購股權持有人可按行使價每股3.16港元認購本公司股份。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本報告期

內，沒有購股權行使，454萬購股權失效。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剩餘 2,022萬購股權未行使。

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八日，本公司根據2018年購股權計劃授出 240萬份購股權予本集團若干僱員，有關購股

權持有人可按行使價每股 2.29港元認購本公司股份。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本報告期內，沒

有購股權行使，沒有購股權失效。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剩餘240萬購股權未行使。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尚未行使的購股權數目明細（包括授出日期、行使價、行使期及歸屬

期、期內就各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以及僱員總數而言已授出、已行使、已註銷及已失效的購股權單獨金額）載列

如下：

           

購股權數目

類別╱
參與者

於
二零二一年
一月一日
尚未行使 授出日期 已授出 已行使 已註銷 已失效

於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尚未行使

每股
行使價
（港元） 行使期 歸屬期    

董事及最高
 行政人員

李文光 * 3,000,000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一日

— — — — 3,000,000 2.06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一日至二零二七年

十一月三十日

附註 1

李文光 * 2,400,000 二零一八年

十月十六日

— — — — 2,400,000 3.16 二零一八年十月

十六日至二零二八

年十月十五日

附註 2

王興山 3,100,000 二零一八年

十月十六日

— — — — 3,100,000 3.16 二零一八年十月

十六日至二零二八

年十月十五日

附註 2

張玉新 ** 1,550,000 二零一八年

十月十六日

— — — (1,550,000) — 3.16 二零一八年十月

十六日至二零二八

年十月十五日

附註 2

黃烈初 200,000 二零一八年

十月十六日

— — — 200,000 3.16 二零一八年十月

十六日至二零二八

年十月十五日

附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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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數目

類別╱
參與者

於
二零二一年
一月一日
尚未行使 授出日期 已授出 已行使 已註銷 已失效

於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尚未行使

每股
行使價
（港元） 行使期 歸屬期    

董事及最高
 行政人員

張瑞君 200,000 二零一八年

十月十六日

— — — — 200,000 3.16 二零一八年十月

十六日至二零二八

年十月十五日

附註 3

丁香乾 200,000 二零一八年

十月十六日

— — — — 200,000 3.16 二零一八年十月

十六日至二零二八

年十月十五日

附註 3

小計 10,650,000 — — — (1,550,000) 9,100,000
      

僱員
 （合共）

25,400,000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一日

— — — (6,600,000) 18,800,000 2.06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一日至二零二七年

十一月三十日

附註 3

17,110,000 二零一八年

十月十六日

— — — (2,990,000) 14,120,000 3.16 二零一八年十月

十六日至二零二八

年十月十五日

附註 2

2,400,000 二零二零年

八月二十八日

— — — — 2,400,000 2.29 二零二零年八月

二十八日至二零三

零年八月二十七日

附註 2

小計 44,910,000 — — — (9,590,000) 35,320,000
      

總計 55,560,000 — — — (11,140,000) 44,420,000
      

* 李文光先生自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八日辭任本公司執行董事。

** 張玉新先生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八日獲委任為本公司執行董事，並自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四日辭任本公司執行董事及首

席財務官。

附註：

1 . 三分之一的購股權可自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起計至購股權失效日（包括首尾兩日）行使；三分之一的購股權可自二零一九

年四月一日起計至購股權失效日（包括首尾兩日）行使；及剩餘三分之一的購股權可自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起計至購股權

失效日（包括首尾兩日）行使。

2 . 須待於行使期內達成董事會全權酌情釐定的若干表現目標後，方可作實。倘連續三 (3)年未能達成表現目標，已授出購

股權將自動失效，並即時生效。

3 . 三分之一的購股權可自授出日期起計至購股權失效日（包括首尾兩日）行使；三分之一的購股權可自授出日期一周年起計

至購股權失效日（包括首尾兩日）行使；及剩餘三分之一的購股權可自授出日期兩周年起計至購股權失效日（包括首尾兩

日）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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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

本公司已依照上市規則的書面職責範圍成立審計委員會。該審計委員會主要負責審閱及監督本集團的財務申報

過程及內部監控制度。審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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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為審計委員會主席。

審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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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遵守主板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條文（「守則」），惟以下
偏離情況除外：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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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受疫情影響，部分獨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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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主板上市規則附錄 10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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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確認所有董事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均已遵守標準守
則所訂標準。

承董事會命

浪潮國際有限公司
主席

王興山

香港，二零二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於本報告刊發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王興山先生、王玉森先生及靳小州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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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綜合損益表（未經審計）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1,518,139 1,165,380

銷售成本 (1,002,715) (775,291)
  

毛利 515,424 390,089

其他收入 4 120,694 67,533

其他收益及虧損 (1,374) 70

減值虧損 (8,294) (9,359)

行政費用 (167,467) (167,911)

研發費用 (190,654) (141,936)

銷售及分銷成本 (247,678) (197,795)

財務費用 (239) (1,542)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 (10,332) (8,440)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10,882 10,385

應佔一間合營公司溢利 1,229 1,676
  

除稅前溢利（虧損） 22,191 (57,230)

所得稅開支 5 (2,524) 4,326
  

期內溢利（虧損） 6 19,667 (52,90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虧損） 18,967 (49,112)

非控股權益應佔期內溢利（虧損） 700 (3,792)
  

每股盈利（虧損）
 －基本（港仙） 8 1.67 (4.31)

  

 －攤薄（港仙） 1.66 (4.29)
  



浪潮國際有限公司  |  二零二一年中期報告

15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未經審計）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虧損） 19,667 (52,904)

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從物業、廠房及設備轉移至投資物業後之重估收益 — —

應佔聯營公司及一間合營公司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2,567 (11,052)

換算為呈報貨幣而產生的匯兌差額 52,831 (26,139)
  

75,065 (90,095)
  

期內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75,065 (90,095)
  

應佔期內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73,820 (85,434)

 －非控股權益 1,245 (4,661)
  

75,065 (90,095)
  



16 綜合財務狀況表（未經審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14,344 395,933

 投資物業 979,981 989,636

 使用權資產 70,544 72,518

 其他無形資產 58,877 65,953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權益工具 23,341 23,036

 聯營公司權益 286,591 372,434

 合營公司權益 107,941 105,318
  

1,941,619 2,024,828
  

流動資產
 存貨 1,302 1,239

 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9 415,070 375,057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債務工具 13,223 4,836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148,293 113,154

 合同資產 10 460,688 355,371

 應收最終控股公司款額 9 9,060 1,982

 應收同集團附屬公司款額 9 412,825 226,641

 已抵押銀行存款 10,978 21,489

 銀行結餘及現金 1,077,000 1,033,672
  

2,548,439 2,133,441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款 12 266,486 238,957

 其他應付賬款、已收按金及應計開支 588,206 506,032

 合同負債 10 1,008,571 878,960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款額 12 1,537 1,219

 應付同集團附屬公司款額 12 77,717 48,576

 遞延收入－政府專項撥款 72,269 56,408

 應繳稅項 19,512 20,896

 租賃負債 10,009 11,560

 預計負債 36,629 36,152
  

2,080,936 1,798,760
  

流動資產淨額 467,503 334,68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409,122 2,359,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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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綜合財務狀況表（未經審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收入－政府專項撥款 79,684 95,717

 遞延稅項負債 234,036 243,888

 租賃負債 9,357 9,478
  

323,077 349,083
  

2,086,045 2,010,426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1,389 11,389

 儲備 2,027,079 1,952,70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2,038,468 1,964,094

非控股權益 47,577 46,332
  

權益總額 2,086,045 2,010,426
  



18 綜合權益變動報表（未經審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其他儲備 特殊儲備 購股權儲備 匯兌儲備 重估儲蓄 合併儲備 保留溢利 小計 非控股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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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a） （附註b）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11,389 1,561,333 (575,158) 92 66,659 (13,129) 127,789 (380,797) 1,227,742 2,025,920 52,225 2,078,145
            

期內溢利 — — — — — — — — (49,112) (49,112) (3,792) (52,904)

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 — — — — (36,322) — — — (36,322) (869) (37,191)
            

期內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 — — — — (36,322) — — (49,112) (85,434) (4,661) (90,095)
            

非控股權益注資 — — — — — — — — — — 87 87

確認以股權結算股份

 支付之付款 — — — — 806 — — — — 806 — 806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11,389 1,561,333 (575,158) 92 67,465 (49,451) 127,789 (380,797) 1,178,630 1,941,292 47,651 1,988,943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11,389 1,561,333 (572,871) 92 60,406 95,094 117,296 (380,797) 1,072,152 1,964,094 46,332 2,010,426
            

期內溢利 — — — — — — — — 18,967 18,967 700 19,667

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 — — — — 54,853 — — — 54,853 545 55,398
            

期內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 — — — — 54,853 — — 18,967 73,820 1,245 75,065
            

確認以股權結算股份

 支付之付款 — — — — 554 — — — — 554 — 554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11,389 1,561,333 (572,871) 92 60,960 149,947 117,296 (380,797) 1,091,119 2,038,468 47,577 2,086,045
            

附註：

(a) 其他儲備產生自收購附屬公司部分權益，當中並未牽涉控制權變動。

(b) 本集團特殊儲備指附屬公司股份面值與本公司股份二零零三年上市前重組時就收購所發行本公司股份的面值兩者之差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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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綜合現金流量報表（未經審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活動（所用）現金流量 (49,224) (164,098)

投資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流量 70,805 (71,967)

融資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流量 — 33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淨額 21,581 (235,733)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33,672 807,125

外匯匯率改變之影響 21,747 (14,102)
  

期終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銀行結餘及現金 1,077,000 557,290
  



20 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六個月

1. 一般資料

浪潮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為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公眾有限公司，其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聯交所」）主板上市。本公司董事認為，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浪潮海外投資有限公司（「浪潮海
外」）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成立的公司浪潮集團有限公司（「浪潮集團」）分別為本公司直接控股公司
及最終控股公司。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披露於中報引言。

本公司的功能貨幣為人民幣（「人民幣」）。由於本公司股份在聯交所上市，為方便綜合財務報表的使用者，
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呈列。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附屬公司（與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業務為企業管理軟件、雲服務業務和物聯
網解決方案。

2. 主要會計政策

綜合財務報表以歷史成本法編制，惟按公平值計量的投資物業及金融工具（倘適用）除外。

除因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而導致的會計政策變動外，截至二零
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呈列者一致。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就編制本集團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新訂及經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此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強制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 (修訂本 ) 與COVID-19相關的租金寬減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4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號 (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 —  第二階段

本期間採用了提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概念框架之修訂及該等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本期間及過

往期間之財務狀況及財務表現以及╱或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披露內容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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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六個月

3. 收入及分部資料

下文載列本集團按可呈報經營分部劃分之收入及業績的分析。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雲服務 管理軟件
物聯網

解決方案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319,623 1,021,137 177,379 1,518,139
    

分部溢利 (98,084) 110,546 5,600 18,062
   

未分配的其他收入、收益 33,662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 (10,332)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10,882

應佔合營公司溢利 1,229

股份支付 —

未分配的行政費用 (23,018)

減值虧損 (8,294)
 

除稅前溢利 22,191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雲服務 管理軟件

物聯網

解決方案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225,591 803,927 135,862 1,165,380
    

分部溢利 (101,751) 39,498 1,588 (60,665)
   

未分配的其他收入、收益 31,120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 (8,440)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10,385

應佔合營公司溢利 1,676

股份支付 (806)

未分配的行政費用 (21,141)

減值虧損 (9,359)
 

除稅前溢利 (57,230)
 



22 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六個月

4. 其他收入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收入：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3,575 561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利息收入 3,644 4,545

增值稅退稅 28,147 23,872

政府專項撥款 48,654 7,264

租金收入 33,962 30,786

其他 2,712 505
  

120,694 67,533
  

5. 所得稅開支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 3,552 753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中國企業所得稅 (417) 132

遞延稅項 (611) (5,211)
  

2,524 (4,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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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六個月

6. 期內溢利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確認為銷售成本的存貨成本 155,031 118,04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8,140 23,316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7,947 2,759
  

7. 股息

董事會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任何股息（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無）。

8. 每股盈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虧損）及下列股份數目計

算：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乃根據下列資料計算：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虧損） 18,967 (49,112)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每股基本盈利所採用之普通股數目 1,138,921 1,138,921

因未行使購股權導致攤薄潛在普通股的影響 4,313 7,193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所採用之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1,143,234 1,146,114
  



24 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六個月

9. 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本集團向貿易客戶提供平均 30日至 210日的賒賬期。

以下為根據發票日期（與收入確認日期相若）呈列的貿易應收賬款（扣除呆賬撥備）的賬齡分析。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 30日 219,855 230,694

31至 60日 33,127 25,420

61至 90日 32,187 50,805

91至 120日 26,029 20,204

121至 180日 28,910 5,185

180日以上 74,962 42,749
  

415,070 375,057
  

以下為於呈報日期就採購貨品及服務應收同集團附屬公司及最終控股公司款額的賬齡分析。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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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額

0至 30日 85,293 114,488

31至 60日 16,109 16,176

61至 90日 182,194 17,981

91至 210日 88,182 29,336

210日以上 41,047 48,660
  

412,825 226,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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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六個月

9. 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續）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最終控股公司款額

0至 30日 4,165 1,389

31至 60日 2,788 444

61至 90日 839 —

90日以上 1,268 149
  

9,060 1,982
  

10. 合同資產及合同負債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合同資產

流動－軟件開發 460,688 355,371
  

合同負債

流動－軟件開發 (1,008,571) (878,960)
  

11. 須應用預期信貸虧損（「預期信貸虧損」）模式之金融資產及其他項目的減值評估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就以下各項減值虧損

 貿易應收賬款 8,294 6,124

 合同資產 — 3,141

 其他應收賬款 — 94
  

8,294 9,359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所用的釐定輸入資料以及假設及估計方法的基

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表所用基準相同。



26 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六個月

12. 貿易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賬款

以下為貿易應付賬款根據發票日期呈列的賬齡分析。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賬款

0至 30日 145,122 57,577

31至 60日 16,608 20,189

61至 90日 16,011 7,729

90日以上 88,745 153,462
  

266,486 238,957
  

以下為於呈報日期就採購貨品及服務應付同集團附屬公司及最終控股公司款額的賬齡分析。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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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額

0至 30日 55,563 10,513

31至 60日 632 2,087

61至 90日 614 1,179

90日以上 20,908 34,797
  

77,717 48,576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款額

0至 30日 392 60

31至 60日 33 103

61至 90日 21 —

90日以上 1,091 1,056
  

1,537 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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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六個月

13. 本公司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股 千股 千港元 千港元     

每股 0.01港元之普通股：

法定 2,000,000 2,000,000 20,000 20,000
    

於期初 1,138,921 1,138,921 11,389 11,389
    

於期末 1,138,921 1,138,921 11,389 11,389
    

14. 關聯人士交易╱結餘

除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所披露的應收及應付關聯人士款項外，若干交易根據香港交易所上市規則第14A章

亦構成關連交易，本集團於期內訂立以下關聯人士交易：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供應交易 (i) 70,225 55,890

銷售代理交易

 (1)累計交易金額 (ii) 456,351 424,610

 (2)相關佣金金額 4,482 4,244

採購交易 (iii) 4,832 22,708

公共服務交易 (iv) 3,592 6,335

租賃服務交易 (v) 34,019 28,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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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及服務之銷售代理，浪潮集團收取不高於產品與服務銷售總值1%的佣金。

(iii) 本集團將向浪潮集團採購電腦軟硬體產品。浪潮集團將供應的電腦產品及配件之單價，將由訂方參照該等產品於

有關時間當時之市價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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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六個月

14. 關聯人士交易╱結餘（續）

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七日與浪潮集團財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浪潮財務公司」））訂立框架金融服
務協定，據此，浪潮財務公司同意按非獨家基準向本集團提供若干類金融服務，包括存款服務、貸款融資

服務、結算服務及其他金融服務，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期三年。

上述主要關聯交易詳情於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七日的公告及二零二零年四月十五日的通函（「通函」）中披露。

根據存款服務，存於浪潮財務公司的最高每日存款結餘（包括其任何應計利息）自框架金融服務協議的生

效日期起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建議上限不超過人民幣 500,000,000元。董事會確認，截至二零

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本集團於浪潮財務公司每日的存款存款結餘（包括其任何應計利息）並未超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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