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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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NetDragon Websoft Inc.
網 龍 網 絡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票代號：777）

截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止 三 個 月 及 九 個 月

之 第 三 季 度 業 績 公 佈

網龍網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的未經審核簡

明綜合業績。本集團第三季度業績已由本公司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根

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由實

體獨立核數師審閱中期財務資料」進行審閱，並經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的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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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董事會謹此公佈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的未經審核
簡明綜合財務業績，連同二零零八年的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附註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4 150,877 136,618 487,646 459,515

收益成本 (21,833) (17,341) (62,639) (49,742)

毛利 129,044 119,277 425,007 409,773

其他收益及盈利 4 28,539 13,973 39,926 28,707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31,551) (26,446) (98,746) (70,686)

行政開支 (48,151) (27,824) (129,468) (90,137)

開發成本 (55,484) (22,713) (143,253) (58,343)

其他開支 (161) (3,870) (538) (23,165)

衍生財務工具公平價值變動 — 20,355 (15,214) 20,793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的
　金融資產公平價值變動 — (22,318) 18,431 (21,709)

分佔聯營公司虧損 — — (724) —

除所得稅前溢利 22,236 50,434 95,421 195,233

稅項 5 (3,250) 450 (10,043) (29,156)

期內溢利 18,986 50,884 85,378 166,077

其他全面損失：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522) (1,627) (720) (47,428)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8,464 49,257 84,658 118,649

以下各項應佔期內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19,290 50,884 85,682 166,189

　－少數股東權益 (304) — (304) (112)

18,986 50,884 85,378 166,077

以下各項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8,768 49,257 84,962 118,761

　－少數股東權益 (304) — (304) (112)

18,464 49,257 84,658 118,649

每股盈利 7

　－基本 3.67分 9.45分 16.30分 30.67分
　－攤薄 3.67分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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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八年
附註 九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6,829 96,160
預付租賃款項 12,916 7,224
收購物業、廠房及
　設備的已付按金 — 7,357
無形資產 10,017 10,754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 224
可供出售投資 4,000 4,000
應收貸款 6,180 6,835
遞延稅項資產 54 54

139,996 132,608
流動資產
預付租賃款項 228 13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預付款項及按金 8 79,648 81,990
應收貸款 416 440
持作買賣投資 282 —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的
　金融資產 — 311,806
衍生財務工具 — 31,857
予聯營公司的貸款 9 26,000 —
可收回稅項 74 108
銀行存款 397,309 629,454
銀行結餘及現金 904,140 332,009

1,408,097 1,387,802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應計費用及遞延收入 10 84,514 53,677
應付所得稅 12,721 12,922

97,235 66,599

流動資產淨值 1,310,862 1,321,203

1,450,858 1,453,811

股本及儲備
股本 39,264 39,264
股份溢價及儲備 1,411,898 1,414,54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451,162 1,453,811
少數股東權益 (304) —

1,450,858 1,453,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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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資本 庫存 少數
股本 股份溢價 贖回儲備 資本儲備 法定儲備 股息儲備 股份儲備 購股權儲備 匯兌儲備 保留溢利 總計 股東權益 權益總額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41,219 1,379,483 8 9,946 61,216 216,093 — — (10,680) 71,985 1,769,270 112 1,769,382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
　匯兌差額 — — — — — — — — (47,428) — (47,428) — (47,428)
期內溢利 — — — — — — — — — 166,189 166,189 (112) 166,077

期內全面收支總額 — — — — — — — — (47,428) 166,189 118,761 (112) 118,649

購回及註銷股份 (1,794) (217,197) 1,794 — — — — — — (1,794) (218,991) — (218,991)
因僱員股份獎勵計劃項下
　未歸屬股份而購回股份 — — — — — — (14,107) — — — (14,107) — (14,107)
派付二零零七年末期股息 — — — — — (216,093) — — — — (216,093) — (216,093)
已宣派及派付中期股息 — — — — — — — — — (47,496) (47,496) — (47,496)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39,425 1,162,286 1,802 9,946 61,216 — (14,107) — (58,108) 188,884 1,391,344 — 1,391,344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39,264 1,157,364 1,963 9,946 97,692 51,275 (12,432) — (55,707) 164,446 1,453,811 — 1,453,811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
　匯兌差額 — — — — — — — — (720) — (720) — (720)
期內溢利 — — — — — — — — — 85,682 85,682 (304) 85,378

期內全面收支總額 — — — — — — — — (720) 85,682 84,962 (304) 84,658

確認股權結算股本支付的款項 — — — — — — — 1,872 — — 1,872 — 1,872
派付二零零八年末期股息 — — — — — (51,275) — — — — (51,275) — (51,275)
已宣派及派付中期股息 — — — — — — — — — (38,208) (38,208) — (38,208)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39,264 1,157,364 1,963 9,946 97,692 — (12,432) 1,872 (56,427) 211,920 1,451,162 (304) 1,450,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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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股份於二

零零七年十一月二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上市。二零

零八年六月十二日，本公司舉行股東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以批准（其中包括）本公司

主動撤銷於創業板的上市地位以及建議以介紹上市方式在聯交所主板上市。建議撤銷獲股東

於股東特別大會通過。本公司股份自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四日起在聯交所主板上市。本公司

註冊辦事處位於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本公司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中環干諾道中77號標華豐集團大廈3樓306室。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本集團主要從事網絡遊戲開發業務，包括遊戲設計、編程及繪

圖，以及網絡遊戲營運業務。

2. 編製基準

中期財務資料所載述金額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適用中期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而計算。然而，並無充足資料構成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界定的中期財務報告。

3. 主要會計政策

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按公平價值計算（倘適用）的若干財務工具除外。

中期財務資料採納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

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納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新訂或經修訂準則、修訂本及

詮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 財務報表的呈列

　（於二零零七年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 借貸成本

　（於二零零七年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第1號（修訂本） 可認沽財務工具及清盤時產生的責任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及 於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或聯營公司的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本） 　投資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歸屬條件及註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改善財務工具的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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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會計政策（續）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嵌入式衍生工具
　－詮釋第9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39號（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客戶忠誠計劃
　－詮釋第13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興建房地產的協議
　－詮釋第15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對沖海外業務的淨投資
　－詮釋第16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從客戶轉移資產
　－詮釋第18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零八年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除於二

　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的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的修改訂本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零九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有關香
　港會計準則第39號第80段的修訂本）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會計期間或過往會計期間的中期財務資料並無重大
影響。因此確認毋須對過往期間作出調整。

本集團並無提前採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或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作為二零零八年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改進的一部份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零九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 2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 關連人士披露 3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1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供股的分類 4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合資格對沖項目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的額外豁免 5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集團現金結算的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交易 5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財務工具 6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7號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 1

1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及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的修訂本（倘適
用）

3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6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指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可能影響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進行收
購的業務合併的會計方法。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將影響本集團於附屬公司的所有權
權益變動的會計處理方法。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或詮釋對
本集團中期財務資料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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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

收益乃按已收或應收報酬的公平價值計算，表現為正常商業過程提供服務而應收的款項（扣

除折讓後的淨值）。

本集團向分銷商及網絡遊戲玩家出售預付款遊戲卡。網絡遊戲玩家可用此卡往其網絡遊戲賬

戶內充入遊戲點數，遊戲點數可用於若干本集團網絡遊戲或用來購買本集團其他免費網絡遊

戲的虛擬產品或附加特徵。遊戲玩家亦可直接為其網絡遊戲賬戶充值。該等已收取收入予以

遞延並列為流動負債項下的遞延收入，並於遊戲點數被實際使用時確認為收益（即網絡遊戲

收益）。就營運網絡遊戲確認的收益為扣除所有折扣後的淨額。

收益及其他收益及盈利確認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網絡遊戲收益 150,877 136,618 487,646 459,515

其他收益及盈利

廣告收入 593 2,622 1,462 5,609

銀行利息收入 2,832 7,288 11,976 17,528

已退還營業稅 13,869 — 13,869 —

持作買賣投資公平價值變動 2,443 — 2,443 —

政府補貼（附註） 8,121 3,676 9,431 4,872

其他 681 387 745 698

28,539 13,973 39,926 28,707

附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政府就本集團進行及推行軟件或技術開發而撥付政府補貼，

藉以吸引本集團附屬公司投資中國福建省。相關政府補貼並無任何尚未達成的條件或

或然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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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稅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稅項（貸項）包括：

　中國企業所得稅 3,170 (569) 9,865 28,818

　其他司法權區的稅項 80 119 178 338

3,250 (450) 10,043 29,156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乃按中國適用現行稅率計算。

其他司法權區產生的稅項乃按各自司法權區的現行稅率計算。

由於本集團收入並非產生自或來自香港，故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6. 股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確認為中期分派的截至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

　每股0.11港元（「港元」）

　（於二零零八年：

　截至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每股0.43港元） — — 51,275 216,093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為每股0.082港元（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每股0.1港元），合共人民幣38,208,000元（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人民幣47,496,000元）已獲董事於董事會會議上批准並於二零零九年九月十四日派付。

董事建議不派付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

日止三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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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以下數字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

　攤薄盈利的盈利 19,290 50,884 85,682 166,189

股份數目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股 千股 千股 千股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

　股份數目 525,774 538,358 525,774 541,916

本公司僱員股份獎勵計劃項下

　可發行的潛在攤薄股份 175 —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加權

　平均股份數目 525,949 525,774

由於本公司股份獎勵計劃項下未歸屬股份的行使價較股份的平均市價為高，故截至二零零九

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期間所呈列的每股攤薄盈利並無計及未歸屬股份的影響。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期間，由於期內並無潛在普通股，故未呈列

每股攤薄盈利。

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按金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收款項 9,462 9,500

其他應收款項 23,106 24,624

預付款項及按金 47,080 47,866

79,648 8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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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按金（續）

本集團向其貿易客戶授予介乎於30至45日的信貸期。按呈報日期計算的貿易應收款項賬齡分

析如下。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至30日 5,936 6,976

31至60日 2,561 2,197

61至90日 235 56

超逾90日 730 271

9,462 9,500

9. 予聯營公司的貸款

該等金額人民幣8,000,000元及人民幣18,000,000元乃為無擔保、免息且分別須於二零一零年

二月一日及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九日償還。

10.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應計費用及遞延收入

貿易應付款項包括在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應計費用及遞延收入項下，其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至90日 263 185

91至180日 30 24

181至 365日 — 10

超逾365日 11 —

304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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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資料

下表載列於下文所示期間我們的網絡遊戲最高同步用戶（「最高同步用戶」）及平均

同步用戶（「平均同步用戶」）分析（附註）：

截至以下日期止三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最高同步用戶 519,000 632,000 695,000 591,000 544,000

平均同步用戶 273,000 310,000 333,000 317,000 311,000

附註： 網絡遊戲包括《征服》、《魔域》、《機戰》、《投名狀Online》、《英雄無敵在㵟》、《開心》及

其他遊戲。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網絡遊戲的最高同步用戶約為519,000，較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減少約17.9%，但較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

十日止三個月減少約4.6%。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集團亦錄得網絡遊戲的平均同步用戶約

為273,000，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減少約11.9%，但較截至二零

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減少約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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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表現摘要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下表載列截至二零零九年及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比較數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487,646 459,515

收益成本 (62,639) (49,742)

毛利 425,007 409,773

其他收益及盈利 39,926 28,707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98,746) (70,686)

行政開支 (129,468) (90,137)

開發成本 (143,253) (58,343)

其他開支 (538) (23,165)

衍生財務工具公平價值變動 (15,214) 20,793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的

金融資產公平價值變動 18,431 (21,709)

分佔聯營公司虧損 (724) －

除所得稅前溢利 95,421 195,233

稅項 (10,043) (29,156)

期內溢利 85,378 166,077

以下各項應佔期內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85,682 166,189

　－少數股東權益 (304) (112)

85,378 166,077

收益

收益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增加約6.1%至約人民幣487,600,000

元，而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則約為人民幣459,500,000元。



– 13 –

下表載列於下文所示期間本集團的地域收益分析：

自二零零九年 自二零零八年

一月一日 一月一日

至二零零九年 至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期間 九月三十日期間

人民幣千元 佔總收益% 人民幣千元 佔總收益%

中國 385,874 79.1 348,624 75.9

海外 101,772 20.9 110,891 24.1

總計 487,646 100.0 459,515 100.0

本集團按地域分布分析的網絡遊戲收益乃根據提供服務所在地釐定。截至二零零

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源自中國的收益約為人民幣385,900,000元，較二零零八

年同期增加約10.7%。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源自海外市場的收益約為人民幣101,800,000

元，較二零零八年同期減少約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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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第三季度

收益

二零零九年第三季度的收益約為人民幣150,900,000元，較二零零八年同期增加
約10.4%，較二零零九年第二季度則減少約7.4%。

收益成本

二零零九年第三季度的收益成本約為人民幣21,800,000元，較二零零八年同期增加
約25.9%，較二零零九年第二季度則保持相若的水平。

其他收益及盈利

二零零九年第三季度錄得其他收益及盈利約為人民幣28,500,000元，而二零零八年
同期及二零零九年第二季度的其他收益及盈利則分別錄得約為人民幣14,000,000

元及人民幣5,600,000元。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二零零九年第三季度的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約為人民幣31,600,000元，較二零零八
年同期增加約19.3%，較二零零九年第二季度則減少約20.1%。

行政開支

二零零九年第三季度的行政開支約為人民幣48,200,000元，較二零零八年同期增加
約73.1%，較二零零九年第二季度則增加約5.2%。

開發成本

二零零九年第三季度的開發成本約為人民幣55,500,000元，較二零零八年同期增加
約144.3%，較二零零九年第二季度則增加約22.8%。

其他開支

二零零九年第三季度的其他開支約為人民幣200,000元，較二零零八年同期減少約
95.8%，較二零零九年第二季度則增加約20.1%。

期內溢利

二零零九年第三季度的期內溢利約為人民幣19,000,000元，較二零零八年同期減少
約62.7%，較二零零九年第二季度則增加約7.9%。就收益比例而言，二零零九年
第三季度期內溢利佔約12.6%，而二零零八年同期及二零零九年第二季度則分別
約佔37.2%及約佔10.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二零零九年第三季度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約為人民幣19,300,000元，較二
零零八年同期減少約62.1%，較二零零九年第二季度則增加約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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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二零零九年第三季度與二零零九年第二季度的比較

下表載列二零零九年第三季度及二零零九年第二季度的比較數字：

截至以下日期止三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150,877 162,871

收益成本 (21,833) (21,924)

毛利 129,044 140,947

其他收益及盈利 28,539 5,637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31,551) (39,479)

行政開支 (48,151) (45,754)

開發成本 (55,484) (45,195)

其他開支 (161) (134)

衍生財務工具公平價值變動 — (14,076)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的

金融資產公平價值變動 — 18,247

分佔聯營公司虧損 — (510)

除所得稅前溢利 22,236 19,683

稅項 (3,250) (2,090)

期內溢利 18,986 17,593

以下各項應佔期內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19,290 17,449

－少數股東權益 (304) 144

18,986 17,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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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益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集團的總收益約為人民幣150,900,000

元，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約人民幣162,900,000元減少約7.4%。

收益減少主要是由於行業季節性的影響所致。

下表載列於下文所示期間本集團的地域收益分析：

自二零零九年 自二零零九年

七月一日至 四月一日至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期間 六月三十日期間

人民幣千元 佔總收益% 人民幣千元 佔總收益%

中國 118,797 78.7 132,503 81.4

海外 32,080 21.3 30,368 18.6

150,877 100.0 162,871 100.0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來自中國的收益約為人民幣118,800,000

元，較二零零九年第二季度約人民幣132,500,000元減少約10.3%。來自中國的收益

減少主要是由於行業季節性的影響所致。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來自海外市場的收益約為人民幣32,100,000

元，較二零零九年第二季度約人民幣30,400,000元增加約5.6%。增加的原因主要由

於  (i) 推出《征服》的英文、法文及西班牙文新資料片；及 (ii) 推出《魔域》的繁體

中文資料片所致。

收益成本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錄得的收益成本約為人民幣21,800,000元，與

二零零九年第二季度相比保持相若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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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集團的毛利約為人民幣129,000,000元，

較二零零九年第二季約人民幣140,900,000元減少約8.4%。

然而，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毛利率約為85.5%，較二零零九年

第二季約86.5%下跌了約1.0%。

其他收益及盈利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其他收益及盈利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

十日止三個月增加約406.3%至約人民幣28,500,000元。其他收益及盈利增加主要乃

因福建省福州市經濟技術開發區地方稅務局（「福州開發區地方稅務局」）於二零零

九年八月及九月批准退還營業稅約人民幣13,900,000元的稅務優惠所致。營業稅款

乃按中國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財稅字〔1999〕273號）予以退還，福建天晴數碼有

限公司（「天晴數碼」）（本公司其中一間附屬公司）因技術轉讓收入自二零零七年起

享有稅務優惠獲豁免營業稅。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

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減少約20.1%至約人民幣31,600,000元。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減

少主要是由於(i)本集團因延遲推出新游戲而減省廣告及宣傳活動；及(ii)根據本集

團與法國育碧軟件公司（「法國育碧」）訂立的協議條款，本集團須就《英雄無敵在

㵟》的合作提供市場推廣支援的淨影響所致。

然而， 與提高僱員薪酬及持續聘用經驗豐富的員工監控、阻止及打擊私服活動而

導致有關的員工成本增加。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銷售及市場推廣

隊伍的員工人數為631名，與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的員工人數比較維持於

穩定水平。下文「員工資料」所述的縮減招聘於二零零九年第三季末才開始實行，

故此於回顧期間內尚未能反映出該措施的成效。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各期間，銷售及市

場推廣開支佔總收益的比例分別約為24.2%及約為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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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行政開支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增加約5.2%至約人民幣48,200,000元，此為本集團的業務持續擴張的結果。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行政開支增加主要是由於本集團的整體擴

充所致。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各期間，行政開支

佔總收益的比例分別約為28.1%及約為31.9%。

開發成本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開發成本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增加約22.8%至約人民幣55,500,000元。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

團研發隊伍的員工人數為1,951名，與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的員工人數比較

維持於穩定水平。下文「員工資料」所述的縮減招聘於二零零九年第三季末才開始

實行，故此於回顧期間內尚未能反映出成效。開發成本增加由於(i)本集團為解決

及減少上文「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一段所述的私服問題而令員工成本持續增加；

(ii)與外部服務公司在設計及開發方面的合作持續增加；及(iii)拓展新業務所致。

其他開支、衍生財務工具公平價值變動及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公平價

值變動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錄得其他開支、衍生財務工具公平價值變動

及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公平價值變動淨額約人民幣200,000元。與截至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比較，其他開支、衍生財務工具公平價值變動及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公平價值變動淨額減少，主要是由於概無衍生財

務工具及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公平價值變動，因其已於二零零九年第

二季度期間到期。

稅項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稅項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

月增加約55.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約為人民幣

19,300,000元，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約人民幣17,400,000元增加

約人民幣1,9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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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第三季度與二零零八年第三季度的比較

下表載列二零零九年第三季度及二零零八年第三季度的比較數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150,877 136,618

收益成本 (21,833) (17,341)

毛利 129,044 119,277

其他收益及盈利 28,539 13,973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31,551) (26,446)

行政開支 (48,151) (27,824)

開發成本 (55,484) (22,713)

其他開支 (161) (3,870)

衍生財務工具公平價值變動 — 20,355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的

金融資產公平價值變動 — (22,318)

分佔聯營公司虧損 — －

除所得稅前溢利 22,236 50,434

稅項 (3,250) 450

期內溢利 18,986 50,884

以下各項應佔期內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19,290 50,884

－少數股東權益 (304) －

18,986 50,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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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益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集團的總收益約為人民幣150,900,000

元，較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約人民幣136,600,000元增加約10.4%。

收益增加主要是由於正式推出《開心》中文版本所致。

下表載列於下文所示期間本集團的地域收益分析：

自二零零九年 自二零零八年

七月一日至 七月一日至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期間 九月三十日期間

人民幣千元 佔總收益% 人民幣千元 佔總收益%

中國 118,797 78.7 96,905 70.9

海外 32,080 21.3 39,713 29.1

150,877 100.0 136,618 100.0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來自中國的收益約為人民幣118,800,000

元，較去年同期約人民幣96,900,000元增加約22.6%。來自中國的收益增加主要是

由於於二零零九年三月推出《開心》所致。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來自海外市場的收益約為人民幣32,100,000

元，較去年同期約人民幣39,700,000元減少約19.2%。減少的原因主要由於行業季

節性的影響所致。

收益成本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錄得的收益成本較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增加約25.9%至約人民幣21,800,000元。收益成本增加主要是由於(i)本集團

租賃的服務器數量較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增加而令服務器租賃開

支增加；及(ii)就知識產權支付予合作方的特許權費用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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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集團的毛利約為人民幣129,000,000元，

較去年同期約人民幣119,300,000元上升約8.2%。

然而，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毛利率約為85.5%，較去年同期約

87.3%下跌了約1.8%。毛利率下跌，主要是由於收益的增加幅度（以變動百分比計）

遠低於收益成本的增加幅度（以變動百分比計）所致。

其他收益及盈利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其他收益及盈利較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

十日止三個月增加約104.2%至約人民幣28,500,000元。其他收益及盈利增加主要乃

因開發區地方稅務局於二零零九年八月及九月批准退還營業稅約人民幣13,900,000

元的稅務優惠所致。營業稅款乃按中國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財稅字〔1999〕273號）

予以退還，天晴數碼因技術轉讓收入自二零零七年起享有稅務優惠獲豁免營業稅。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較截至二零零八年九

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增加約19.3%至約人民幣31,600,000元。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增

加主要是由於本集團《英雄無敵在㵟》的持續廣告及宣傳活動所致。根據與法國育

碧訂立的協議條款，本集團須就《英雄無敵在㵟》的合作提供市場推廣支援。

此外，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增加亦由於本集團提高僱員薪酬及持續聘用經驗豐富

的員工監控、阻止及打擊私服活動而導致員工成本增加。

截至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各期間，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佔總收益的比例分別約為19.4%及約為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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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行政開支較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增加約73.1%至約人民幣48,200,000元，是由於本集團的業務持續擴張所

致。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行政開支增加主要是由於(i)研發團隊

擴展，致使行政人員數目增加；及 (ii)本集團的整體擴充所致。

截至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各期間，行政開支佔總收益的

比例分別約為20.4%及約為31.9%。

開發成本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開發成本較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增加約144.3%至約人民幣55,500,000元。本集團研發隊伍的員工人數由二零

零八年九月三十日的1,093名增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的1,951名。開發成本增加

亦由於(i)本集團為解決及減少上文「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一段所述的私服問題而

令員工成本持續增加；(ii)與外部服務公司在設計及開發方面的合作持續增加；及

(iii)拓展新業務方面所致。

其他開支、衍生財務工具公平價值變動及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公平價

值變動

與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比較，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

月的其他開支、衍生財務工具公平價值變動及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公

平價值變動淨額減少約97.2%至約人民幣200,000元。其他開支、衍生財務工具公

平價值變動及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公平價值變動淨額減少乃由於(i)本

期間本公司並無就有關上市的專業服務產生任何開支，故二零零九年的專業服務

費有所減少；(ii)由於二零零八年福建網龍計算機網絡信息技術有限公司（「福建網

龍」）（根據框架協議為本公司其中一間附屬公司）向天晴數碼支付經批准的非應課

稅合作收入，故與公司間交易有關的營業稅減少；及 (iii)概無衍生財務工具及按

公平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公平價值變動，因其已於二零零九年第二季度期間

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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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項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稅項較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

月增加約822.2%。稅項增加主要乃因開發區地方稅務局於二零零八年九月批准退

還企業所得稅約人民幣9,800,000元的稅務優惠所致。企業所得稅退稅與福建網龍

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繳納超額企業所得稅有關。企業所得稅

的超額繳納部分與褔州開發區地方稅務局批准可扣減的開支有關。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約為人民幣

19,300,000元，較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約人民幣50,900,000元減少

約人民幣31,600,000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銀行存款，銀行結餘及現金約為人民幣

1,301,400,000元，而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為人民幣961,500,000元。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1,310,900,000元，

而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為人民幣1,321,200,000元。

員工資料

回顧期間，本集團的員工人數分析載列如下：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遊戲開發 1,951 1,963 1,093

遊戲營運及市場推廣 631 646 543

會計、財務及一般行政工作 509 500 333

總計 3,091 3,109 1,969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3,091名員工（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及二

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分別為1,969名及3,109名），其中1,951名為開發人員，佔員

工總數約63.1%。

本集團經過近兩年的擴張後，本集團已縮減招聘，並將現有員工人數維持於平穩

水平。此反映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九月三十日的員工人數上。

本集團一直密切關注員工的薪酬及福利水平，並根據本集團的經營業績獎勵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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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及展望

業務回顧

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一日透過主辦「91狂歡嘉年華」及「感恩十年，夢想無限

—十年網龍頒獎盛典」慶祝公司創辦十週年。於過去十年內，本集團見證中國網

絡遊戲行業自其興起以來的蓬勃發展，並將致力成為行業翹楚。

作為日新月異的互動媒體行業領先創新者之一，本集團始終貫徹加強核心遊戲開

發及營運能力的策略，旨在把握中國及海外網絡遊戲業涌現的市場機遇。

推出新遊戲

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透過開發團隊持續開發新的網絡遊戲，致力擴大產品種類。

《夢幻迪士尼》「前稱《金色幻想Online》」

本集團已開始進入在㵟夢幻世界的開放式beta測試階段，以期向更多遊戲玩家

提供回合制MMORPG戰略性遊戲。

《天元》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亦開始進入自行開發2.5D MMORPG封閉式beta測試階段，

該遊戲以武術遊戲玩家為目標。

現有遊戲的發展及授權

為幫助提高網絡遊戲的生命週期，本集團透過向玩家提供多項訂製的虛擬物品及

任務，繼續適時推出升級版本，以提升現有角色的遊戲特徵。於回顧期間內，本

集團每周提供網絡遊戲的升級版本，有助維持網絡玩家對遊戲的興趣。

本集團亦繼續推出提供額外遊戲物品及附加特色的資料片，以增強網絡遊戲的受

歡迎程度。於二零零九年二月及五月分別推出《機戰》中英文版資料片「重裝戰神」，

於二零零九年分別推出《魔域》主要資料片之一，「眾神歸來」的中文、英文及其他

語言版本。《魔域》的另一資料片「滅世魔劫」，其中文版於二零零九年九月推行上

市。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亦推出《征服》中英文版及其他語言版新資料片「縱馬江

湖」。

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已開始於沙特阿拉伯進入阿拉伯文版《征服》的開放式beta

測試階段。阿拉伯文版《征服》已加入阿拉伯風格的服裝，並將推出根據「Ramadan」

及「Lesser Bairam」寫成的宗教慶典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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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將業務進一步擴展至海外市場，本集團授權自主開發的網絡遊戲可於具市場潛

力的不同國家經營。本集團推出不同語言版本的旗艦網絡遊戲，吸引全球更多用

戶。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初開始分別在泰國及越南營運泰語及越南語版本的《機

戰》。本集團亦於二零零九年四月推出英文版《投名狀Online》。於回顧期間內，本

集團已就於香港、日本、澳門、俄羅斯、台灣及越南等不同語言的自行開發網絡

遊戲而訂立多項特許協議。我們預期於二零一零年開始該等遊戲的運作。

開發中遊戲

本集團相信，加強核心競爭力及創新設計能力將有助成功開發新的網絡遊戲。本

集團亦尋求機會開發以受歡迎的第三方知識產權為基礎的網絡遊戲。二零零八年，

本集團與Disney Online Inc.合作開發《夢幻𡂴士尼》「前稱《金色幻想Online》」，預

計將於二零零九年面世。該款遊戲已成為期望有全新獨特遊戲體驗的玩家最為期

待的網絡遊戲。

本集團亦進一步推進MMORPG的開發。二零零八年，本集團與美國藝電公司（「美

商藝電」）訂立合作協議，開發首款3D MMORPG《地下城守護者Online》，之後於

二零零九年又與美商藝電訂立另一合作協議，開發  MMORPG《網絡創世紀》。

與該等國際知名遊戲開發商合作，證明了本集團營運及開發遊戲的能力，同時反

映市場聲譽。

擴展業務線

本集團一直尋求不同機遇擴展業務。本集團繼續發展手機應用軟件，目標為中國

的新興智能手機用戶。

手機項目是網龍無㵟業務的重要組成部份。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

231名人員被僱用開展手機應用軟件項目。手機項目於多種手機平台上展現了擁

有強大的研發實力和運營實力。自主開發名為「91熊貓看書」的產品更是深受使用

者喜愛。本集團在未來兩年，希望為更多的用戶提供更為人性、友好的手機終端

應用軟件。

於回顧期內，「91熊貓看書」獲選二零零八年第四屆中國無㵟互聯網站暨用戶端TOP

50其中一名。



– 26 –

提升研發能力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員工總數為3,091名，其中1,951名屬於開發團

隊。此架構的設計乃為增加及推出更多種類的遊戲產品、擴展本集團產品組合的

市場覆蓋範圍，藉以進一步充分利用本集團作為領先網絡遊戲開發商及營運商垂

直整合的內在優勢。本集團的遊戲研發團隊雲集編程、設計及繪圖的精英，此模

式為本集團頻繁進行的遊戲升級及更新提供支持，以迎合玩家的最新喜好及滿足

新興市場趨勢。

前景及展望

本集團計劃進一步提升核心遊戲開發能力，精簡整合經營模式，加大市場推廣力

度及渠道管理，擴大產品組合及延長網絡遊戲的生命週期，以提升本集團的收益

基礎。

本集團將繼續投資開發全新及具創意的網絡遊戲，以吸引及挽留更多玩家，亦計

劃開發新的MMORPG，以擴大遊戲組合。本集團目前正在開發若干網絡遊戲，包

括《天元》、《夢幻𡂴士尼》「前稱《金色幻想Online》」、《地下城守護者Online》、《網

絡創世紀》及《長江七號Online》等。

除開發更多新遊戲外，本集團亦將繼續專注於更新現有的MMORPG。此舉將有助

在每周及每季度更新現有遊戲，提供新虛擬物品及任務等特色內容。本集團亦將

進一步加強網絡安全及採取防禦措施以防止私服的出現，同時削減任何潛在的不

利影響。

本集團透過與當地遊戲營運商合作，致力進一步擴大玩家基礎，有選擇地推出自

行開發的網絡遊戲，進軍其他市場。本集團將以廣受歡迎的第三方知識產權為藍

本，繼續物色大量機會創造網絡遊戲。

本集團相信，快速及優質的遊戲開發為成功關鍵。本集團將聘用資深、頂尖遊戲

開發人員及設計師，繼續投資並加強遊戲開發能力。該等更新將提升遊戲吸引力，

並有助於維持適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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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集團將設計遊戲開發自動化軟件，替代若干手動及重複的工序，從而提

升遊戲開發效率。本集團將增購電腦及軟件，加快遊戲開發程序。專業的遊戲開

發團隊配合經調整及改進的遊戲開發平台，本集團將具備穩固的基礎，可迅速而

頻密地開發及推出新的網絡遊戲及現有遊戲之新資料片。

為配合加強遊戲開發程序，本集團進一步提升整合營運模式，包括有助提升遊戲

營運效率、項目管理及辦公行政管理的業務流程管理系統、時間管理系統、bug

管理系統、生產進程系統及版本管理系統。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已

聘用人員222名以提高其整合營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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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

團（定義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

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的規定須知會

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的規定當作或視為擁有

的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錄於由本公司存置的登記冊

內，或根據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所持股份

身份及 數目或實繳 概約持股

董事姓名 公司名稱 權益性質 註冊資本金額 百分比

（附註1）

劉德建（附註2） 本公司 透過受控制法團 276,902,040(L) 52.38%

劉德建（附註3） 福建網龍 實益擁有人 人民幣9,886,000元 (L) 98.86%

劉德建（附註3） 上海天坤數碼 實益擁有人 人民幣1,000,000元 (L) 100.00%

　科技有限公司 及透過受控制法團

　（「上海天坤」）

劉路遠（附註2） 本公司 透過受控制法團 276,902,040(L) 52.38%

劉路遠（附註3） 福建網龍 實益擁有人 人民幣9,886,000元 (L) 98.86%

劉路遠（附註3） 上海天坤 實益擁有人 人民幣1,000,000元 (L) 100.00%

及透過受控制法團

鄭輝（附註2） 本公司 透過受控制法團 276,902,040(L) 5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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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持股份

身份及 數目或實繳 概約持股

董事姓名 公司名稱 權益性質 註冊資本金額 百分比

（附註1）

鄭輝（附註3） 福建網龍 實益擁有人 人民幣9,886,000元 (L) 98.86%

鄭輝（附註3） 上海天坤 實益擁有人 人民幣1,000,000元 (L) 100.00%

及透過受控制法團

陳宏展（附註4） 本公司 透過受控制法團 13,900,000(L) 2.63%

曹國偉 本公司 實益擁有人 49,255(L) 0.01%

李均雄 本公司 實益擁有人 49,255(L) 0.01%

廖世強 本公司 實益擁有人 49,255(L) 0.01%

附註：

1. 「L」指股東於本集團相關成員公司股本中的好倉。

2. 劉德建擁有DJM Holding Ltd.的95.40%已發行股本權益，而DJM Holding Ltd.則擁有本公司

35.01%已發行股本權益。

劉路遠擁有Richmedia Holdings Limited的 100.00%已發行股本權益，而Richmedia Holdings

Limited則擁有本公司4.98%已發行股本權益。

鄭輝分別擁有DJM Holding Ltd.及Fitter Property Inc.的4.60%及100.00%已發行股本權益，而

DJM Holding Ltd.及Fitter Property Inc.則分別擁有本公司35.01%及6.15%已發行股本權益。鄭

輝擁有Flowson Company Limited所有已發行股份的投票權。Flowson Company Limited擁有

Eagle World International Inc.的100.00%已發行股本權益，而Eagle World International Inc.則

擁有本公司6.23%已發行股本權益。

劉德建為劉路遠的胞兄弟及鄭輝的表親，而鄭輝已同意共同收購本公司股份權益。劉德建、

劉路遠及鄭輝由於直接持有及視為持有DJM Holding Ltd.、Richmedia Holdings Limited、Fitter

Property Inc.及Eagle World International Inc.的股權而被視為擁有本公司52.38%已發行股本權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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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劉德建、劉路遠及鄭輝分別擁有福建網龍的96.05%、2.11%及0.70%註冊資本權益，而福建網

龍則擁有上海天坤的99.00%註冊資本權益。鄭輝直接實益擁有上海天坤1.00%註冊資本權益。

劉德建為劉路遠的胞兄及鄭輝的表親，而鄭輝已同意共同收購福建網龍的註冊資本權益。劉

德建、劉路遠及鄭輝因視為持有福建網龍的股權與視為持有及直接持有上海天坤的股權而視

為擁有福建網龍的98.86%註冊資本及上海天坤的所有註冊資本權益。

4. 陳宏展擁有Cristionna Holdings Limited的 99.00%已發行股本權益，而Cristionna Holdings

Limited則擁有本公司2.63%已發行股本權益。陳宏展因持有Cristionna Holdings Limited的股

權而視為擁有本公司2.63%已發行股本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據董事所知，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概無任何本公司董

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

任何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的規定

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的有關規定當作

或視為擁有的權益及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錄於由本公司存

置的登記冊內，或根據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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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的權益及淡倉

據董事所知，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下列人士（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

除外）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或視為擁有或當作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的規定須向本公司披露，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

記錄於本公司存置的登記冊內，或直接或間接擁有附有權利可於任何情況下在本

集團任何成員公司股東大會上投票的任何類別股本面值10%或以上的權益或淡倉：

所持普通

本集團成員 身份及 股數目或實繳 概約持股

名稱 公司的名稱 權益性質 註冊資本金額 百分比

（附註1）

DJM Holding Ltd. 本公司 實益擁有人 185,078,100(L) 35.01%

Fitter Property Inc. 本公司 實益擁有人 32,526,220(L) 6.15%

Eagle World International

Inc.（附註2） 本公司 實益擁有人 32,952,920(L) 6.23%

Flowson Company

Limited（附註2） 本公司 透過受控制法團 32,952,920(L) 6.23%

國際數據集團（附註3） 本公司 實益擁有人 78,333,320(L) 14.83%

福建網龍 上海天坤 實益擁有人 人民幣990,000元 (L) 99.00%

附註：

1. 「L」指股東於本集團相關成員公司股本中的好倉。

2. Eagle World International Inc.為於二零零七年五月七日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投資控股

有限責任公司，由Flowson Company Limited擁有100.00%權益。Flowson Company Limited因

持有Eagle World International Inc.的股權而視為擁有本公司6.23%已發行股本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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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際數據集團由 IDG Technology Venture Investments, L.P.、 IDG-Accel China Growth Fund

L.P.、 IDG-Accel China Growth Fund-A L.P.及 IDG-Accel China Investors L.P.四間有限合夥企

業組成，該等公司分別擁有本公司約2.06%、9.84%、2.01%及0.92%權益，視為一致行動收購

本公司及各自控權公司的權益。上述各合資公司的控權架構如下︰

a) IDG Technology Venture Investments, L.P.由唯一合夥人 IDG Technology Venture

Investments, LLC控制，而 IDG Technology Venture Investments, LLC則由管理人員Zhou

Quan及Patrick J. McGovern控制。

b) IDG-Accel China Growth Fund L.P.及 IDG-Accel China Growth Fund-A L.P.由彼等的唯一

合夥人 IDG-Accel China Growth Fund Associates L.P.控制，而 IDG-Accel China Growth

Fund Associates L.P.則由唯一合夥人 IDG-Accel China Growth Fund GP Associates Ltd.控

制。 IDG-Accel China Growth Fund GP Associates Ltd.由Zhou Quan及Patrick J. McGovern

各持有35.00%權益。

c) IDG-Accel China Investors L.P.由唯一合夥人 IDG-Accel China Investor Associates Ltd.控

制，而 IDG-Accel China Investor Associates Ltd.由 James W. Breyer全資持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就董事所知，概無人士（本公司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或視為擁有或當作擁

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的規定須向本公司披露，或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336條須記錄於由本公司存置的登記冊內，或直接或間接擁有附有權

利可於任何情況下在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的股東大會上投票的任何類別股本面值

10%或以上的權益或淡倉。

購股權計劃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二日的股東決議案，本公司已採納新購股權計劃

（「主板購股權計劃」）以取代當時的購股權計劃。於本公佈日期，並無根據主板購

股權計劃授出任何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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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獎勵計劃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二日（「採納日期」），董事會批准及採納股份獎勵計劃（「股份獎

勵計劃」），本集團入選僱員可參加該計劃。除非董事會提前終止，否則股份獎勵

計劃將由採納日期起生效，有效期為十年。倘若根據股份獎勵計劃授出獎勵（不

計任何已失效或沒收者）導致所涉及股份總數合共超過授出當日本公司已發行股

本的10%，則董事會不會授出任何股份獎勵。

根據股份獎勵計劃的規則，本集團與交通銀行信託有限公司就委任受託人（「受託

人」）訂立信託契約，以管理該股份獎勵計劃，並於獎勵股份歸屬前持有該等股份。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獎勵金額總數（「獎勵金額」）16,094,000港元已頒給

若干名入選僱員。獎勵股份（由受託人以獎勵金額購買並由受託人以本公司所付

現金自市場上購買的股份總數中撥出）由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六日至二零一二年十

一月六日止期間歸屬時，將以零代價轉讓予入選僱員，惟須待受託人收到(i)於受

託人向入選僱員發出的歸屬通知所規定的期限內由入選僱員妥為簽署的受託人指

定轉讓文件及 (ii)本公司就所有歸屬條件已達成而發出的確認，方可作實。

審核委員會

遵照上市規則第3.21條及3.22條，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並制訂書面職權範

圍。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審閱並監督本集團的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制度。

審核委員會包括三名委員，曹國偉、李均雄及廖世強（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曹

國偉乃審核委員會的主席。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已經審

核委員會審閱，審核委員會認為該等業績之編製符合適用會計標準及規定，且已

作出充分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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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公司已應用並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企業

管治常規守則的所有守則條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不遜於上市規則標準守則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標準守則的守則。

經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所知，董事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一直遵守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交易標準及守則。

購買、出售或贖回證券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其任何上市證券。

承董事會命

網龍網絡有限公司

主席

劉德建

香港，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四名執行董事，為劉德建先生、劉路遠先生、鄭輝先生及陳宏展

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為林棟樑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曹國偉先生、李均雄先生及廖

世強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