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网龙网络公司公布 2014 年第四季度及全年财务业绩 
收益及各项营运指标有强劲增长 

 
【香港，2015 年 3 月 26 日】中国领先的网络游戏与移动互联网平台开发商及运营商——网龙网络公司（“网龙”或

“本公司”，股份代号：777）今日公布了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第四季度及全年财务业绩，并将于香港时间 2015

年 3 月 26 日晚 8 时正召开电话及网络直播会议，回顾公司业绩及近期业务发展。 
 

二零一四年年度财务摘要 
• 2014 年年度收益为人民币 962.8 百万元，去年为人民币 884.5 百万元，同比增长 8.9%。 

 

 
 

 

 

 

 

 
 

 

 

• 2014 年年度经营溢利为人民币 252.0 百万元，去年为人民币 202.8 百万元，同比增长 24.3%。

• 本公司拥有人应占来自持续经营业务的溢利约为人民币 176.7 百万元，去年为人民币 164.4 百万元，同比增

加约 7.5%。

• 每股基本及摊薄盈利分别约为人民币 34.77 分及人民币 34.22 分。

 

二零一四年第四季度财务摘要 
• 2014 年第四季度收益为人民币 282.9 百万元，环比增长 21.6%，同比增长 23.5%。

• 2014 年第四季度毛利为人民币 246.5 百万元，环比增长 17.9%，同比增长 19.7%。

• 2014 年第四季度经营溢利为人民币 4.0 百万元，环比减少 93.2%，同比扭亏为盈，2013 年度第四季度经营

亏损为人民币 1.7 百万元。

• 2014 年第四季度非公认会计准则经营溢利 1为人民币 13.5 百万元，环比减少 79.7%，同比增长 19.4%。

• 2014 年第四季度本公司拥有人应占亏损为人民币 19.4 百万元，上季本公司拥有人应占溢利为人民币 52.6 百

万元，非公认会计准则本公司拥有人应占经营溢利为人民币 6.8 百万元，当中不包括数项非核心营业支出项

目。 

• 2014 年第四季度每股基本亏损为人民币 3.78 分，每股摊薄亏损为人民币 3.82 分。

• 董事会建议派发截至末期股息每股 0.20 港元，此建议需获股东大会批准通过。

 

二零一四年第四季度运营摘要 2 
• 2014 年第四季度网络游戏最高同时在线玩家人数(“PCU”)为 642,000。

• 2014 年第四季度网络游戏平均同时在线玩家人数(“ACU”)为 301,000。

 
 

网龙主席兼执行董事刘德建先生表示：“网龙在巩固游戏业务的同时，稳步推进在线教育业务的发展，我們在 2014

年收益录得 8.9%增长，达人民币 962.8 百万元。我们的网络游戏业务继续保持良好的增长，本季度，网络游戏最

高同时在线玩家人数达 642,000，收益同比上升 6.7%至人民币 221.5 百万元。我们其中一个最新的游戏《英魂之

刃》，在上季入选电子竞技大赛，并继续受到广玩家的欢迎。于二零一五年一月，我们与腾讯就在中国大陆地区独

家代理运营《英魂之刃》正式签订合作协议，《英魂之刃》正式开启公测后，月活跃用户数突破 7 百万；并于二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备注 1：呈列该等计量原因的进一步详情，请参阅“非公认会计准则财务指标”。  

2：2014 年第四季度最高同时在线玩家人数（"PCU"）及平均同时在线玩家人数（"ACU"）数据已经包含新的微端游戏《英魂之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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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年二月突破人民币 2,100 万元月流水。游戏在推出初期便录得如此优异表现，相信产品在公测后的大规模宣传

活动及游戏更新的推动下，该游戏的收入将成为集团长远的收入来源。期内，我们为集团的旗舰游戏推出了新的资

料片，其中《征服》的英文版本在推出新资料片后，其十二月份充值收入更创下近十一年来的历史新高。我们亦很

高兴虎豹骑也计划于二零一五年内上线。” 

 

 “本季度，公司继续推进手机游戏业务。《魔域口袋版》iOS 版本在二零一五年一月正式推出后拥有良好的表现。

並預期會在二零一五年三月錄得超過人民币 1,000 万元的月流水。《最江湖》的 iOS 及 Android 版本在不同的阶段

有稳步的进展，而阿语《大海盗》亦受到中东及北非地区玩家的热烈追捧，相信随着更多内容更新，此游戏会继续

受到支持。” 
 

 “我们新的策略重点仍然会投放在在线教育业务上面。在二零一五年二月，我们在此业务上完成 5250 万美元的 A

轮股权融资。此次融资活动有数间国际投资者参与，这表示他们对集团充满信心，相信集团凭借着其世界级的移动

互联网和游戏的专业知识、大规模的技术资源和团队的经验，定能打造出一个在线及移动教育生态系统。我们的教

育产品在设计和开发上取得良好的进展，并预期会在完成设计后推出市面。在未来数月，我们预期会对市场发布整

体的产品策略，并希望能为学生、教师和家长创造价值。” 
 
网龙首席财务官任国熙先生补充：“公司的非公认会计准则溢利为人民币 4.1 百万元，该数字集我们高利润的游戏

业务及处于开发阶段的教育业务所得。我们的游戏业务收益同比上升 6.7%及环比增长 9.8%，而且拥有稳定的经营

费用结构。我们亦继续大力发展教育产品，其研发过程需要投放大量的员工成本，使我们的收入短期内受到一定的

影响。然而我们相信，这些投资反映了我们致力开拓在线教育业务的决心，推进教育业务成为网龙长远成功的另一

个基石。” 
 

 
二零一四年第四季度未经审核的财务业绩 
 
收益 
收益为人民币 282.9 百万元，上季度为人民币 232.7 百万元，环比增长 21.6%；去年同期为人民币 229.0 百万元，

同比增长 23.5%。 
 

来自中国的网络游戏及其他业务收益为人民币 229.0 百万元，上季度为人民币 195.9 百万元，环比增长 16.9%；去

年同期为人民币 205.2 百万元，同比增长 11.6%。来自中国的收益增加主要是由于来自《魔域》及《英魂之刃》的

强劲表现。 

 

来自海外的网络游戏及其他业务收益为人民币 53.9 百万元，上季度为人民币 36.8 百万元，环比增长 46.2%；去年

同期为人民币 23.8 百万元，同比增长 126.0%。来自海外的收益增加主要是由于来自香港公司 Cherrypicks 移动解

决方案及移动营销业务的收益增加所致。 

 
毛利及毛利率 
毛利为人民币 246.5 百万元，上季度为人民币 209.2 百万元，环比增长 17.9%；去年同期为人民币 205.9 百万元，

同比增长 19.7%。毛利率为 87.2%，上季度为 89.9%，去年同期为 89.9%。毛利率下跌部分原因是由于 Cherrypicks

相对网龙网络游戏业务较低的毛利率所拖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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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费用 
销售及市场推广开支为人民币 51.2 百万元，较二零一四年第三季度的人民币 38.6 百万元增加约 32.8%及较二零一

三年同期的人民币 31.7 百万元增加约 61.6%。销售及市场推广开支增加主要是由于《魔域》及《英魂之刃》的广

告及推广开支增加所致。 
 

行政开支约为人民币 120.9 百万元，较二零一四年第三季度的人民币 77.5 百万元增加约 55.9%及较二零一三年同

期的人民币 140.9 百万元减少约 14.2%。环比增长主要是由于(i)员工成本；及(ii)折旧及摊销增加所致。同比减少

主要是由于(i)外币汇兑亏损减少；及(ii)去年同期的域名开支减少。 

 

开发成本约为人民币 89.3 百万元，较二零一四年第三季度的人民币 67.3 百万元增加约 32.6%及较二零一三年同期

的人民币 44.5 百万元增加约 100.8%。开发成本增加主要是由于(i)员工成本；及(ii)外包费用增加所致。 

 
其他开支约为人民币 12.0 百万元，较二零一四年第三季度的人民币 3.7 百万元增加 226.7%及较二零一三年同期的

人民币 5.3 百万元增加约 126.4%。其他开支增加主要是由于应收款项拨备增加所致。 

 
经营溢利  
来自持续经营业务的经营溢利为人民币 4.0 百万元，较二零一四年第三季度的人民币 57.7 百万元下降 93.2%；同

比去年同期经营亏损为人民币 1.7 百万元，扭亏为盈。 
 
税项 
税项为人民币 9.4 百万元，较二零一四年第三季度的人民币 4.2 百万元环比增加约 126.6%，同比去年同期为人民

币 16.8 百万元下降 43.7%。环比增加主要由于过往年度税项拨备不足所致；同比减少乃由于应课税溢利减少所致。 
 
来自持续经营业务的期内（亏损）溢利 
来自持续经营业务的期内亏损为人民币 22.2 百万元，上季度期内溢利为人民币 52.4 百万元；去年同期期内亏损为

人民币 2.7 百万元。虽然本季度毛利有所增加, 但毛利增加被各项费用增加抵销。 

 
不计持作买卖投资之亏损(每季均有所不同)、汇兑亏损及去年收购附属公司 Cherrypicks 产生的无形资产摊销，2014
年第四季度的非公认会计准则经营溢利为人民币 4.1 百万元。 
 

流动资金 
于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团银行存款、银行结余、 现金、已质押银行存款及持作买卖投资约为人民币

3,484.8 百万元，于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为人民币 4,483.7 百万元。 

 
 
业务回顾及展望 
 
游戏业务 
 
《魔域》新资料片「女神·天赋觉醒」于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六日公测，该资料片新增「天赋系统」，为玩家免费提

升角色属性，提升游戏的可玩性，并增强对玩家的黏着度。该资料片预期会在二零一五年上半年进行内测。《魔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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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将于二零一五年三月推出周年庆典系列活动。另一款旗舰游戏《征服》也于二零一四年十月发布新资料片「功夫

之王」，该资料片增加新职业，增加玩家乐趣。在海外市场方面，继中文版本《征服》发布新资料片「功夫之王」

后，其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及阿拉伯语版本也相继推出该资料片，提升玩家活跃度。《征服》英文版本的十二月

份充值收入创下近十一年来的历史新高，充分加强了该游戏在各个国家及地区的竞争力。《征服》计划于二零一五

年上半年推出职业更新版本“道士翻身”，以职业翻新的活动形式，继续巩固游戏在海外市场的占有率。 
 
公司自主研发的 MOBA 微端游戏《英魂之刃》已于二零一五年一月十六日正式开启公测，促使一月份月活跃用户

数突破 7 百万；并于二零一五年二月突破 21 百万元月流水，充分体现了公司世界级游戏设计及研发的实力。《英魂

之刃》于十月参加在中国银川举办的“世界电子竞技大赛”，积极的市场推广，拉动游戏运营指标迅速上升。同时，

于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底，公司与腾讯就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代理运营《英魂之刃》正式签署合作协议。相信正式推

出后加大市场推广力度，该游戏将录得更丰厚的收益。同时，其葡萄牙语及西班牙语版本已完成制作，并计划于二

零一五年上半年在拉美国家和欧洲地区开启测试。此外，公司自主研发的 3D 动作竞技战争类网游《虎豹骑》于二

零一四年第四季度开启首次测试，並在二零一五年第二季推出测试。《开心》也于二零一五年三月七日开启周年庆

典活动，并推出一款全新资料片。 
 
在手游方面，阿语《大海盗》于第四季度继续推出游戏内更新，巩固老玩家，挖掘新玩家，促使十月份月流水录得

历史新高。同时，公司坚持产品精品化战略，陆续为处于研发阶段的手游产品倾注更多的心血，以确保游戏在正式

推出后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脱颖而出。例如公司自主研发 2.5D 角色扮演类武侠风格的手机游戏《最江湖》于二零

一四年十一月开启 iOS 版本删档测试，计划于二零一五年第一季度开启 Android 版本内测。；3D 武侠动作类手机游

戏《武魂天下》也于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开启渠道测试。《魔域口袋版》iOS版本于二零一五年一月正式登陆AppStore，
并同时开启其 Android 版本的公测。即时制动作卡牌手机游戏《暗黑战魂》已于二零一五年一月交由国内知名的手

游发行商代理运营，其 Android 版本于二零一五年一月开启首次删档测试，并计划于二零一五年上半年开启 Android
版本及 iOS 版本公测。 

 
 
在线及移动教育 
 
第四季度及二零一四年，公司在线及移动教育业务在研发、一体化教学、内容合作及收购、销售渠道展和并购讨论

方面取得长足进展。 
 
研发：目前公司的产品设计和研发团队超过 350 人。在世界一流领导团体指导下，团队专注于软件和硬件的设计和

开发。二零一四年，在开发高品质和差异化的软件方面取得了许多里程碑。公司的“101 同学派”经过多次更新设

计迭代，将在二零一五年第三季度正式开始商业化。公司将坚持创造集成的在线及移动教育整体解决方案的产品开

发路线。商业化产品的初始版本将专注于提供一流的教室互动教学活动，并通过变革性的且易于学习的教育解决方

案为教师和学生创造真正价值。公司在发布更多产品信息时将告知市场。公司亦预期在未来数月内在北京会正式成

立研究院以拓展招揽人才的范围。目前的计划为在未来一至两年间把北京研究院的研发人员数目增至数百人以加快

教育研究及发展的步伐。 
 
教学一体化：公司进一步深化与北京师范大学的合作，确保开发并集成基于教育从业者实践的有效教学方法。二零

一四年年十一月，网龙同北京师范大学签署合作协议，共同研究电子教室设计，旨在研究如何在教室学习环境中将

软件及硬件同多种教学模式集成的方式。二零一五年三月十八日，网龙的子公司及北京师范大学宣布成立“智慧学

习研究院”，用于提供一个独特的平台，将网龙的移动互联网专业知识技术同最先进的电子教学方式相结合。公司

相信，通过与北京师范大学等顶级大学及机构合作，同时对电子教学的积累并理解，将形成一个重要的进入门槛。 
 
内容合作伙伴：二零一四年十一月，网龙与全球知名的领先教育公司培生集团的子公司以及北京师范大学签署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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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忘录，旨在开发智慧教育解决方案。此番合作将利用培生集团丰富的 K12 教育内容资源打造中国领先的智慧教

育解决方案。此外，网龙亦与多家大型出版商及内容合作伙伴进行探讨，以丰富自身平台内容。 
 
渠道构建：公司正在为其教育产品构建遍及全国的学校分销网络。目前，公司正在与超过 20 个区域和本地分销商

洽谈，并已与部分渠道商达成分销协议。除了常规的分销商，公司也在积极的接洽多个渠道合作伙伴。 
 
并购：网龙目前正在与多个主要收购目标就在线教育空间进行深入讨论。若此类收购实现，可进一步加强公司在市

场上的竞争地位。 
 
融资：二零一五年二月，网龙教育子公司完成股权收购协议，获得 5250 万美元的 A 轮股权融资，由 IDG 资本、祥

峰资本（淡马锡集团全资子公司）及奥飞动漫领投，公司估值为 4.775 亿美元。 
 
其他发展：二零一四年十一月，公司正式成为教育信息化技术标准委员会单位委员后，网龙可以参与科技标准定制，

将有助于公司开发出符合甚至高于规章标准的合适产品。网龙是少数获准成为委员会成员的一线移动互联网公司。 
 
 
非公认会计准则财务指标 
为补充本集团按照香港财务报告准则﹝「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综合业绩，采用若干非公认会计准则指标仅

为提高对本集团目前财务表现的整体理解。该等非公认会计准则指标并非香港财务报告准则明确允许的指标及未必

能与其他公司的类似指标作比较。本集团的非公认会计准则财务指标不计及以股份为基础支付之开支、收购附属公

司产生的无形资产摊销、已质押银行存款之利息收入、已质押银行存款、有抵押银行贷款及可赎回可转换优先股之

汇兑盈利（亏损）、衍生财务工具之盈利（亏损）净额、财务成本及出售附属公司的收益（经扣除相关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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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电话会议 
网龙管理层将于香港时间 2015 年 3 月 26 日（星期四）晚 20:00 召开业绩发布电话会议，回顾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第四季度及全年财务业绩。 

 
业绩发布电话会议详情如下： 
时间： 北京/香港时间 2015 年 3 月 26 日 20:00 / 美国东部时间 2015 年 3 月 26 日 08:00 

 
国际用户请拨打电话 65-6723-9381 
美国用户请拨打免费电话 1-866-519-4004 
香港用户请拨打免费电话 800-906-601 
中国大陆固定电话用户请拨打 800-8190-121 
中国大陆手机用户请拨打 400-6208-038 
接入密码 NetDragon 
 
用户可在网龙公司投资者关系网站http://www.nd.com.cn/investor/ir-webcasts.shtml 在线收听会议实况或重温会

议。如欲参加电话会议，请于会议开始前 10 分钟登入上述网站，然后进入“2014 年第四季度及全年业绩电话会议”
并根据指示登记。 
 
网龙网络公司 
网龙网络公司（香港交易所股份代号：0777）是中国网络游戏及移动互联网行业中领先的改革者和创新力量。网

龙成立于 1999 年，是移动互联网的领先研发力量，多年来成绩斐然，包括自主研发著名的旗舰游戏《魔域》及《征

服》，建立中国第一网络游戏门户—17173.com，打造最具影响力的智能手机服务平台—91 无线，并于 2013 年出

售与百度，此项重大交易是当时中国互联网收购合并中最大的一个项目。网龙亦积极扩展海外网络游戏，自 2003
年开始，在多个国家自主运营旗下多款网络游戏，并在全球推出超过 10 种语言版本。此外，网龙亦继续致力为用

户打造手机游戏及应用软件产品。近年，网龙成为移动及互联网教育业务的主要参与者，凭借网龙在移动互联网的

技术及知识，将使学习比传统课室模式更有趣、更积极及更有效。 
 
如有垂询，敬请联络： 
网龙网络公司 
周鹰 
投资者关系高级总监 
电话： +852 2850 7266 / +86 591 8754 3120 
电邮： maggie@nd.com.cn; ndir@nd.com.cn 

 投资者关系网站： www.nd.com.cn/ir

 

 

 

 

 

 

 

 

http://www.nd.com.cn/investor/ir-webcasts.shtml
mailto:maggie@nd.com.cn
mailto:ir@nd.com.cn
http://www.nd.com.cn/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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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损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及年度﹞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第四季度 第三季度   

 
（未经审核） （未经审核） （经审核）  （经审核）

 
人民币千元 人民币千元 人民币千元  人民币千元

持续经营业务   

收益 282,880 232,702 962,817  884,518

收益成本 (36,342) (23,530) (102,844)  (81,426)

   

毛利 246,538 209,172 859,973  803,092

其他收入及盈利 32,464 36,034 157,101  44,980

销售及市场推广开支 (51,206) (38,569) (152,495)  (106,200)

行政开支 (120,876) (77,538) (326,934)  (366,143)

开发成本 (89,278) (67,341) (249,260)  (162,857)

其他开支 (11,977) (3,666) (34,027)  (10,046)

分占联营公司亏损 (1,715) (406) (2,354)  (16)

经营溢利 3,950 57,686 252,004  202,810

已质押银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475 638 2,794  4,883

已质押银行存款及有抵押银行贷款之汇兑盈利（亏损） - 1,188 (5,081)  4,593

衍生财务工具之（亏损）盈利净额 - (646) 6,817  (5,481)

出售可供出售投资之盈利 - - -  5,761

持作买卖投资之（亏损）盈利净额 (16,905) (1,553) (17,304)  8,756

财务成本 (235) (728) (3,212)  (4,651)

除税前（亏损）溢利 (12,715) 56,585 236,018  216,671

税项 (9,442) (4,166) (64,197)  (50,264)

来自持续经营业务的期内/年内（亏损）溢利 (22,157) 52,419 171,821  166,407

已终止经营业务   

来自已终止经营业务的期内/年内溢利 - - -  6,056,041

期内/年内（亏损）溢利 (22,157) 52,419 171,821  6,222,448

其他全面开支，扣除所得税：   

其后可重新分类至损益的    

换算海外业务产生的汇兑差额 (461) (161) (40)  (1,130)

期内/年内全面（开支）收益总额 (22,618) 52,258 171,781  6,22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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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各项应占期内/年内（亏损）溢利：   

-本公司拥有人 (19,406) 52,595 176,681  6,140,776

-非控股权益 (2,751) (176) (4,860)  81,672

 (22,157) 52,419 171,821  6,222,448

本公司拥有人应占期内/年内（亏损）溢利：   

-来自持续经营业务 (19,406) 52,595 176,681  164,352

-来自已终止经营业务 - - -  5,976,424

本公司拥有人应占期内/年内（亏损）溢利 (19,406) 52,595 176,681  6,140,776

   

非控股权益应占年内（亏损）溢利：   

-来自持续经营业务 (2,751) (176) (4,860)  2,055

-来自已终止经营业务 - - -  79,617

非控股权益应占期内/年内（亏损）溢利 (2,751) (176) (4,860)  81,672

   

以下各项应占全面（开支）收益总额：   

-本公司拥有人 (19,867) 52,434 176,641  6,139,646

-非控股权益 (2,751) (176) (4,860)  81,672

 (22,618) 52,258 171,781  6,221,318

   

 人民币分     人民币分 人民币分     人民币分

每股（亏损）盈利   

来自持续及已终止经营业务   

- 基本 (3.78) 10.31 34.77  1,213.44

- 摊簿 (3.82) 10.27 34.22  1,181.10

来自持续经营业务   

- 基本 (3.78) 10.31 34.77  32.48

- 摊簿 (3.82) 10.27 34.22  3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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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财务状况表（于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经审核）  (经审核)

人民币千元  人民币千元

非流动资产  

物业、厂房及设备 822,704  532,684

预付租赁款项 378,673  185,819

投资物业 -  15,725

无形资产 141,254  -

于联营公司的权益 28,795  1,299

可供出售投资 5,000  5,000

应收贷款 18,327  16,041

购买物业、厂房及设备的按金 35,967  16,769

其他应收款项 -   60,969

商誉 40,013  12,534

递延税项资产 54  54

  1,470,787  846,894

流动资产  

预付租赁款项 2,708  2,583

应收贷款 1,578  713

贸易应收款项 51,072  41,718

应收客户合约工程款项 7,252  -

其他应收款项、预付款项及按金 210,098  69,770

应收关联公司款项 1,704  4,564

应收联营公司款项 367  -

持作买卖投资 211,584  20,735

已质押银行存款 236,805  107,368

银行存款 1,999,644  3,051,289

银行结余及现金 1,036,788  1,304,355

  3,759,600  4,603,095

  

流动负债  

贸易及其他应付款项 209,214  152,837

应付客户合约工程款项 424  -

递延收入 25,595  26,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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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一间关联公司款项 1,891  -

应付一间联营公司款项 8  -

有抵押银行贷款 236,805  104,672

其他财务负债 -  3,122

应付所得税 137,648  539,927

  611,585  827,111

  

流动资产净值 3,148,015  3,775,984

总资产减流动负债 4,618,802  4,622,878

  

非流动负债  

其他应付款项 1,283  -

递延税项负债 116  -

 1,399  -

  

资产净值 4,617,403  4,622,878

  

股本及储备  

股本 36,943  37,664

股份溢价及储备 4,529,971  4,577,478

本公司拥有人应占权益 4,566,914  4,615,142

非控股权益 50,489  7,736

 4,617,403  4,622,8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