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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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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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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集團收入較去年同期增長 65.79%，毛利較去年同期增長 40.52%。

(1) 營業額

本報告期內，集團錄得營業額為 2,516,98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 65.79%（二零二一年同期：

1,518,13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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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60%。其中來自雲服務業務收入為 581,2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 81.84%（二零二一年同期：

319,623,000港元），按人民幣計算的增長率為 80.53%，雲服務業務收入佔本集團營業額的比重為

23.09%，成為公司收入增長動力；管理軟件業務的收入為1,215,586,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 19.04%

（二零二一年同期：1,021,137,000港元），按人民幣計算的增長率為18.19%；物聯網解決方案業務收入為

720,194,000港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長 306.02%（二零二一年同期：177,379,000港元），按人民幣計算的增

長率為 303.10%。

(2) 毛利

本報告期內，經營業務錄得毛利為 724,252,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 40.52%（二零二一年同期：

515,424,000港元），按人民幣計算的增長率為 39.51%。整體毛利率為 28.77%，較去年同期減少（二零二一

年同期：33.95%）。

(3) 行政費用、研發費用及銷售費用

本報告期內，行政費用為 198,678,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 18.64%（二零二一年同期：167,467,000港

元），按人民幣計算較去年同期增長 17.78%，主要原因是行政相關人力費用增加。

本報告期內，研發費用為 278,821,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 46.24%（二零二一年同期：190,654,000港

元），按人民幣計算的增長率為45.19%，主要原因是雲服務業務研發投入增加，公司擴充研發人員，研發

相關的人力費用增加。

本報告期內，銷售及分銷費用為 275,211,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 11.12%（二零二一年同期：

247,678,000港元），按人民幣計算的增長率為 10.32%，主要原因是銷售規模擴大，相關銷售開支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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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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373,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 25.94%（二零二一年同期：

119,320,000港元），按人民幣計算較去年同期減少26.47%。主要原因：1）政府專項撥款 2,512,000港元，

較去年同期減少 94.84%（二零二一年同期：48,654,000港元）；2）投資物業租金收入 26,879,000港元，較去

年同期減少 20.86%（二零二一年同期：33,962,000港元）；3）軟件退稅 49,047,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

74.25%（二零二一年同期：28,147,000港元）。

(5) 本自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投資收益（虧損）

本報告期內，來自聯營公司投資收益為9,163,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 15.8%（二零二一年同期：

10,882,000港元），按人民幣計算較去年同期減少 16.41%。本報告期內，來自合營公司投資虧損為 298,000

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 124.25%（二零二一年同期：收益 1,229,000港元）。

(6) 除稅前溢利

本報告期內，本公司錄得除稅前溢利為 41,497,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同期：22,191,000港元），主要原因為

管理軟件業務分部經營利潤為147,371,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33.31%（二零二一年同期：110,546,000

港元）。

(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本報告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33,834,000港元，較去年同期 18,967,000港元，本報告期利潤有大

幅增加，主要原因為管理軟件業務分部經營利潤為 147,371,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 33.31%（二零二一年

同期：110,546,000港元）。

每股基本盈利為 2.96港仙（二零二一年同期：1.67港仙），攤薄後每股盈利為 2.96港仙（二零二一年同期：

1.66港仙）。

(8) 財務資源及流動性

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流動資產為 3,178,597,000港元，其中主要為銀行存款和現金結餘 1,102,049,000

港元，主要為人民幣存款。

流動負債為 2,540,324,000港元，主要包括應付賬款、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開支和合同負債。本集團的流動

資產為流動負債的 1.25倍（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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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呈現在報表的資料變動幅度大於經營業務的實際變動。

僱員資料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 7,1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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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1,42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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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及醫療保障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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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因招投標的需要，本集團的銀行存款 24,932,000港元被質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36,031,000港元）。

業務回顧

報告期內，本集團發揮在雲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等全棧技術領先優勢，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強化產品研

發，突破核心技術，形成了涵蓋雲ERP、企業級PaaS平台、行業數字化方案的產品體系，著力發展智慧企業生

態圈，在持續鞏固擴大管理數字化優勢基礎上，進一步加快向雲轉型，深化全業務數字化轉型，推動集團高質

量發展。

報告期內，為更好地推動企業全業務數字化轉型，集團聚焦企業應用軟件与SaaS雲服務主責主業，突破柔性

雲原生微服務中間件、零代碼建模等關鍵核心技術，發佈新一代企業級PaaS平台 iGIX5.0、大型企業雲ERP GS 

Cloud3.5、成長型企業開源雲ERP inSuite2.0、浪潮 inIoT物聯網平台、浪潮 inBuilder低代碼平台等新產品。同

時，著力打造「雲ERP+IoT+AI行業大數據」產品技術組合，面向糧食、礦山、水務等行業發佈數字化解決方案，

進一步推進全業務數字化轉型，提升產品競爭力和行業場景品牌影響力。

報告期內，本集團持續位列中國 aPaaS市場領導者陣營，並榮獲「新一代信息技術創新企業」、「產業數字化轉型

領軍企業」、「智能製造領軍企業」、「中國智能製造解決方案傑出供應商」、「中國企業司庫管理建設首選服務商」

等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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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雲服務業務

報告期內，本集團面向不同規模的企業提供全面的雲服務，持續強化和擴大生態圈建設，賦能浪潮夥伴

和客戶，提升數字經濟時代的企業核心競爭力。報告期內，雲服務業務收入實現高速增長，錄得收入

581,2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 81.84%（二零二一年同期：319,623,000港元）。

(1) 大型企業市場

報告期內，本集團面向大型企業市場，推出企業級PaaS平台浪潮 iGIX5.0與新一代大型企業雲ERP GS 

Cloud3.5，持續優化迭代雲端專業人力資源平台HCM Cloud等。同時，不斷鞏固擴大高端市場，成功

簽約中國能建、中國電建、中國化學、中國安能、中國黃金、華潤集團、中國國新、中國供銷、中國

節能、國藥集團等央企，以及中國燃氣、廣東港航、山東能源、海口公交、山西國運、廣州城投、山

東臨工、同仁堂、四川發展、廣東農墾、光明食品等地方大型企業，與客戶聯合創新，助力世界一流

企業建設。

浪潮 iGIX5.0進一步突破低╱零代碼、物聯網、大數據、內存計算等關鍵技術，通過「inBuilder低代碼

平台、inIoT物聯網平台、inDataX數據中台」三大核心子平台，助力大型企業打造自主可控的數字化

轉型平台，提升企業的數字化能力，助力構建全域化敏捷應變、即時智能的智慧企業。根據賽迪顧問

(CCID)發佈的《2021-2022年中國PaaS市場研究年度報告》顯示，浪潮 iGIX位列中國PaaS市場領導者

陣營，aPaaS發展能力第一。同時榮獲「數字中國建設峰會十大首展成果」、「新一代信息技術創新產

品」等榮譽獎項。

GS Cloud3.5經過一流大型企業的實踐沉澱，完成了在技術換代、應用完整性、全面雲化、安全可信

賴四大方面的升級，以財資雲、差旅雲、人力雲、資產雲、協同雲、採購雲等更加豐富的雲應用，助

力大型企業雲化升級，全面支撐企業數字化、智能化和智慧化發展。根據賽迪顧問 (CCID)發佈《2021

中國SaaS市場調研報告》，浪潮雲ERP位居中國SaaS市場領導者陣營。浪潮GS Cloud榮獲賽迪顧問

(CCID)「新一代信息技術創新產品」等榮譽。

HCM Cloud基於浪潮多年大型企業人力資源數字化平台服務經驗，持續迭代優化升級，針對大型集團

對標世界一流的需求，總結出先進人力資源數字化平台建設要點，指引更多企業數字化平台建設，重

塑用戶體驗，目前已在 12家大型央企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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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雲通過融合信息門戶、移動門戶、協同辦公打造數字協同平台。研發前移，結合客戶場景深化協

同應用，發佈協同門戶、零代碼平台等功能，大幅提升用戶體驗，適配多種終端，實現跨組織、多層

級、無邊界溝通，滿足客戶「一體化、零代碼、模塊化、隨需定制、快速搭建」的數字化協同需求。

報告期內，本集團進一步加強與工商銀行、民生銀行、浦發銀行等金融機構在科技金融層面的合作，

進一步拓展司庫管理、差旅費控、供應鏈金融等合作場景。報告期內，與攜程商旅戰略合作，共同構

建面向企業客戶的差旅費控服務；與中大諮詢簽署戰略合作協議，將浪潮產品和技術服務優勢，與戰

略合作夥伴的主航道業務深度融合，構建企業數字化轉型服務新生態。

(2) 中小型企業市場

報告期內，本集團面向成長型企業，發佈新一代開源雲 ERP產品 inSuite2.0，基於Odoo開源雲原生

技術底座和浪潮數十年實踐沉澱形成的Fabric「業務經緯」一體化架構，經過 3年研發迭代，多行業客

戶驗證，形成了包含財務雲、供應鏈雲、製造雲、開發雲等一體化雲ERP，聚焦多元化數字場景，打

通企業內外價值鏈，滿足中小企業多變的業務需求，支持更多中小企業走「專精特新」發展之路，全在

線SaaS助力成長型企業數字化轉型。聚焦核心業務的同時，浪潮 inSuite更加重視生態體系和價值網

絡，面向老客戶、專精特新企業和生態夥伴，通過更高效的協同和深度融合創造新的價值，以其一體

化、精益化、國際化、全在線、雲原生等特性和優勢，成功簽約南方環保、中維化纖、徵圖新視、天

士力、節點互聯、拓烯科技、陝西融和綠動汽車、燧坤智能等客戶，榮膺「新一代信息技術創新產品」

等獎項。

報告期內，面向小微企業市場，正式發佈小微企業雲產品浪潮易雲5.0。產品涵蓋雲會計、雲進銷存

標準化應用和三資雲、住建雲、培教雲等細分行業應用，全面滿足企業全業務一體化需求。其中，

三資雲有效解決地方政府在管理農村集體「三資」過程中的規範性、效率性、便捷性問題，已為 30個

省、180個地市的村集體、股份經濟合作社客戶提供服務；住建雲為建築行業提供農民工考勤管理和

住宅維修資金管理等服務，已完成全國 11省 20余市 100餘縣的系統建設；培教雲構建理實一體化、

財經、產教融合平台，已成功打造山東財經大學等多個產教融合標杆示範。浪潮易雲大力發展生態夥

伴，與中國工商銀行、中國農業銀行山東省分行等達成戰略合作，在市場、服務、產品、技術等方面

展開全面合作，助推三資雲、住建雲等行業雲智慧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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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管理軟件業務

報告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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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充分利用在智慧國資、數據

中台、智能製造與工業軟件、網絡運營支撐系統 (OSS)等領域的產品優勢及區塊鏈等方面的技術優勢，成

功簽約東方電氣、中鐵工業、中國建築、山東魯花、天津特變電工、陝煤集團、廣州自來水、天津水務等

知名客戶，積極推動企業全業務數字化轉型，錄得收入1,215,586,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19.04%（二零

二一年同期：1,021,137,000港元）。

浪潮智慧國資圍繞以管資本為主，打造了全業務、全級次的綜合一體化國資在線監管平台，推動業務監管

一體化、決策分析智能化、應用服務共享化，為數字化智能化監管提供有力支撐和保障。目前已為山東、

湖南、陝西等 15戶省級國資委，63戶地市級國資委提供國資監管信息化服務，以「智慧國資」加速國資監管

智能化升級，助力構建國資監管大格局。

浪潮 inDataX數據中台沉澱二十餘年研發應用經驗，融合眾多優秀企業管理經驗，經歷數據分析、數據治

理、數據智能三個發展階段，形成了涵蓋企業數據管理全流程的一站式集成平台，能夠匯聚企業全域數

據，提供數據採集、治理、展示、智能決策能力，助力企業激活數據商業價值，賦能企業運營與決策。榮

獲「2022中國國際大數據產業博覽會領先科技成果」、「山東省大數據創新應用成果」等榮譽。

基於新一代「雲邊端」智能製造技術架構，浪潮持續深入打造自主工業軟件產品體系，覆蓋數字供應鏈、生

產製造、質量管理、智能工廠、工業智能、數字營銷、電子採購等核心領域，並在船舶、基建裝備、輸變

電、化工、製藥、建材、快消等國民經濟重點製造行業開展深度推廣應用，榮獲「領先科技成果」、「智能製

造解決方案傑出供應商」、「智能製造領軍企業」等榮譽獎項。

報告期內，通信信息以運營支撐與數據中心服務兩大產品體系為核心，向運營商客戶及其行業客戶提供產

品和服務。在運營支撐領域，通過加大研發投入，引入新技術持續升級運營支撐產品，保持公網運營支撐

業務的服務優勢。重點突破智能運維網管應用產品技術，提升自智網絡等級，同時突破機器學習、知識圖

譜人工智能技術，支撐智能運維，網絡自智能力達到二級 (L2)水準，部分達到三級（L3水準），還制定算

力網絡業務演進路徑，突破算力網絡運營關鍵技術，發佈算力網絡作業系統零感知版本V1.0，實現基礎的

底層使能（計算、數據、應用、服務）與交易中心、開發者中心，提供基本的算網接入、開通和運營管理功

能，實現對一種算力的對接測試。圍繞數據中心服務，一是打造規劃設計、集成服務、工程交付能力，二

是面向數據中心管理打造下一代數據中心基礎設施產品體系，覆蓋基礎設施管理平台、數字化運營平台、

人工智能能耗管控平台與雲遷移工具，達到國際先進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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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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194,000港元，同

比增長 306.02%（二零二一年同期：177,379,000港元）。

面向糧食行業，本集團基於二十餘年糧食行業數字化經驗，形成了諮詢規劃、業務解決方案、產品研發、

實施交付、運維保障等全場景行業數字化服務能力，具備從田間到餐桌的糧食全產業鏈數字化服務能力。

報告期內，本集團持續優化產品線，加大智能倉儲、智慧園區，智慧物流等市場佈局，為各級糧食和物資

儲備主管部門、應急管理部門和不同規模的涉糧企業、物資儲備庫、倉儲物流園區等上萬家客戶提供智慧

糧食和智能倉儲整體解決方案。成功簽約中儲糧、北大荒、上海良友集團、魯糧集團、長江糧機等大型糧

食企業，助力糧食行業高質量發展，夯實國家糧食安全基礎。

報告期內，本集團持續加強糧食市場開拓，聯合中國糧油學會等舉辦浪潮智慧糧食線上專題學術會，參展

第十八屆糧食產銷協作福建洽談會、第五屆數字中國建設峰會，並成功打造中儲糧北京順義直屬庫智能化

升級標杆項目，被人民日報、央視紛紛報導。同時，浪潮糧企雲斬獲全球大數據領先科技成果獎，並入選

國家《社會科技獎勵》目錄。

報告期內，通信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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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業規劃

二零二二年下半年，本集團作為國內領先的企業應用軟件與SaaS雲服務提供者，將緊抓技術換代、產業升級和

企業應用軟件生態重構的戰略機遇，堅持科技創新引領，進一步加大研發投入，加速向雲轉型，打造世界一流

雲ERP產品，同時在深化管理數字化，持續鞏固高端市場優勢的基礎上，深耕行業，推動全業務數字化轉型，

並持續發展多元化夥伴，加速融合，構建新型生態聯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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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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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持續攜手一流企業聯合創新，用一流的產品和服務，推動企業數字化、智能化和智

慧化發展，為客戶和夥伴創造價值，助力世界一流企業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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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股份的權益及淡倉

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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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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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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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期權計畫授出。

除上述披露外，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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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東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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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44%

浪潮海外投資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附註 1） 428,278,400 37.50%

浪潮雲投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附註 1） 193,401,286 1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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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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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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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本報告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均未購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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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經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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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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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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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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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剩餘60萬購股權未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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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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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剩餘71.6萬購股權未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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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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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二年
一月一日
尚未行使 授出日期 已授出 已行使 已註銷 已失效

於二零二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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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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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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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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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小計 600,000 — — — — 600,000
      

僱員（合共） 716,000 二零二零年八

月二十八日

— — — — 7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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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6,000 — — — — 716,000
      

總計 1,316,000 — — — — 1,316,000
      

附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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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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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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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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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已遵守主板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載的守則條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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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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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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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確認所有董事於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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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八月三十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王興山先生、王玉森先生及崔洪志先生；非執行董事李春香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

黃烈初先生、張瑞君女士及丁香乾先生。



浪潮國際有限公司  |  二零二二年中期報告

14 綜合損益表（未經審計）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2,516,980 1,518,139

銷售成本 (1,792,728) (1,002,715)
  

毛利 724,252 515,424

其他收入 4 89,951 120,694

其他收益及虧損 (1,578) (1,374)

減值虧損 (8,081) (8,294)

行政費用 (198,678) (167,467)

研發費用 (278,821) (190,654)

銷售及分銷成本 (275,211) (247,678)

財務費用 (1,561) (239)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 (17,641) (10,332)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9,163 10,882

應佔一間合營公司（虧損）溢利 (298) 1,229
  

除稅前溢利 41,497 22,191

所得稅開支 5 (14,655) (2,524)
  

期內溢利 6 26,842 19,66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33,834 18,967

非控股權益應佔期內（虧損）溢利 (6,992) 700
  

每股盈利 8

 －基本（港仙） 2.96 1.67
  

 －攤薄（港仙） 2.96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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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 26,842 19,667

其他全面（開支）收益：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投資於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權益工具之公平值虧損 (11,760) —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權益工具之重估遞延稅項 2,940 —

應佔聯營公司及一間合營公司其他全面（開支）收益 (16,877) 2,567

換算為呈報貨幣而產生的匯兌差額 (90,915) 52,831
  

(89,770) 75,065
  

期內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89,770) 75,065
  

應佔期內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81,064) 73,820

 －非控股權益 (8,706) 1,245
  

(89,770) 75,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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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綜合財務狀況表（未經審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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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716 450,669

 投資物業 889,470 947,463

 使用權資產 75,575 79,529

 其他無形資產 45,062 51,916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權益工具 — 34,321

 聯營公司權益 261,064 263,842

 合營公司權益 106,615 111,849
  

1,804,502 1,939,589
  

流動資產
 存貨 1,941 2,078

 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9 919,163 697,702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債務工具 37,407 13,44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248,355 220,509

 合同資產 10 453,493 275,187

 應收最終控股公司款額 9 7,621 3,864

 應收同集團附屬公司款額 9 383,636 320,118

 已抵押銀行存款 24,932 36,031

 銀行結餘及現金 1,102,049 1,266,356
  

3,178,597 2,835,286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款 12 303,545 220,185

 其他應付賬款、已收按金及應計開支 742,078 710,723

 合同負債 10 1,138,569 1,094,634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款額 12 2,388 2,340

 應付同集團附屬公司款額 12 187,857 65,869

 遞延收入－政府專項撥款 101,637 106,338

 應繳稅項 19,279 11,774

 租賃負債 14,090 14,741

 預計負債 30,881 32,310
  

2,540,324 2,258,914
  

流動資產淨額 638,273 576,37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442,775 2,515,961
  



浪潮國際有限公司  |  二零二二年中期報告

17綜合財務狀況表（未經審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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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876 102,040

 遞延稅項負債 236,855 250,560

 租賃負債 9,656 10,110
  

370,387 362,710
  

2,072,388 2,153,251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1,419 11,419

 儲備 2,023,660 2,095,81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2,035,079 2,107,236

非控股權益 37,309 46,015
  

權益總額 2,072,388 2,153,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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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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54,853 — — — 54,853 545 55,398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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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 11,419 1,570,487 (572,871) 92 1,407 159,924 124,855 (380,797) 1,192,720 2,107,236 46,015 2,153,251
            

期內溢利 — — — — — — — — 33,834 33,834 (6,992) 26,842
            

其他全面開支 — — — — — (106,078) (8,820) — — （114,898 (1,714) (116,612)

期內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 — — — — (106,078) (8,820) — 33,834 (81,064) (8,706) (89,770)
            

子公司之處置 — — — — — — — — 8,820 8,820 — 8,820

確認以股權結算股份支付之付款 — — — — 87 — — — — 87 — 87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11,419 1,570,487 (572,871) 92 1,494 53,846 116,035 (380,797) 1,235,374 2,035,079 37,309 2,072,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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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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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989) (49,224)

投資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流量 (25,485) 70,805

融資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流量 —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淨額 (110,474) 21,581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66,356 1,033,672

外匯匯率改變之影響 (53,833) 21,747
  

期終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銀行結餘及現金 1,102,049 1,07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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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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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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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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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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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就編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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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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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號（修訂本） 概念框架的提述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修訂本）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之後的與COVID-19

 相關的租金寬減

香港會計準則第 16號（修訂本） 物業、廠房及設備－擬定用途前所得款項

香港會計準則第 37號（修訂本） 虧損合約－履行合約的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零年週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

 年度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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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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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雲服務 管理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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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1,200 1,215,586 720,194 2,516,980
    

分部溢利 (93,122) 147,371 6,646 60,895
    

未分配的其他收入、收益 28,003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 (17,641)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9,163

應佔合營公司虧損 (298)

股份支付 (87)

未分配的行政費用 (30,457)

減值虧損 (8,081)
 

除稅前溢利 41,497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雲服務 管理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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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及虧損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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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94)
 

除稅前溢利 22,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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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4. 其他收入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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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4 3,575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利息收入 — 3,644

增值稅退稅 49,047 28,147

政府專項撥款 2,512 48,654

租金收入 26,879 33,962

其他 1,009 2,712
  

89,951 120,694
  

5. 所得稅開支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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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9 3,552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中國企業所得稅 11,675 (417)

遞延稅項 (789) (611)
  

14,655 2,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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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6. 期內溢利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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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918 155,03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8,181 28,140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8,282 7,947
  

7. 股息

董事會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任何股息（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無）。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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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溢利及下列股份數目計算：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下列資料計算：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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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34 18,967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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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1,921 1,138,921

因未行使購股權導致攤薄潛在普通股的影響 194 4,313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所採用之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1,142,115 1,14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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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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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 30日 528,447 461,386

31至 60日 51,988 78,890

61至 90日 65,914 33,257

91至 120日 60,871 30,324

121至 180日 66,497 22,286

180日以上 145,446 71,559
  

919,163 697,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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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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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854 187,788

31至 60日 76,585 31,251

61至 90日 26,325 10,528

91至 210日 129,266 34,093

210日以上 59,606 56,458
  

383,636 32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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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9. 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續）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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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8 1,678

31至 60日 187 470

61至 90日 179 629

90日以上 5,577 1,087
  

7,621 3,864
  

10. 合同資產及合同負債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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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3,493 275,187
  

合同負債

流動－軟件開發 (1,138,569) (1,094,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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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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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81 8,294
  

8,081 8,294
  

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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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表所用基準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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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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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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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683 131,366

31至 60日 13,303 15,015

61至 90日 11,839 5,006

90日以上 158,720 68,798
  

303,545 220,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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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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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583 29,450

31至 60日 21,222 4,856

61至 90日 380 84

90日以上 66,672 31,479
  

187,857 65,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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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2. 貿易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賬款（續）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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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3 1,173

31至 60日 867 3

61至 90日 1 3

90日以上 857 1,161
  

2,388 2,340
  

13. 本公司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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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1,921 1,138,921 11,419 11,389
    

於期末 1,141,921 1,138,921 11,419 11,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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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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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供應交易 (i) 104,786 70,225

銷售代理交易

 (1)累計交易金額 (ii) 377,589 456,351

 (2)相關佣金金額 3,761 4,482

採購交易 (iii) 71,583 4,832

公用服務交易 (iv) 8,738 3,592

租賃服務交易 (v) 26,359 34,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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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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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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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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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