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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发布】 

 

网龙网络公司公布 2015 年第二季度及中期财务业绩 

《英魂之刃》广受用户欢迎，带动游戏业务强劲表现 

教育产品蓄势待发，商业化之路指日可期 
 

【香港，2015 年 8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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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6 月 30 日止第二季度及中期财务业绩。公司管理层将于

香港时间 2015 年 8 月 27 日周四晚 8 时正召开电话及网络直播会议，回顾公司业绩。 

 

二零一五年第二季度财务摘要 

 收益为人民币 266.0 百万元，环比增长 8.0%，同比增长 15.6%。 

 毛利为人民币 223.0 百万元，环比增长 7.7%，同比增长 7.1%。 

 经营亏损为人民币 5.5 百万元。 

 非公认会计准则经营溢利 1为人民币 1.8 百万元。 

 本公司拥有人应占亏损为人民币 7.5 百万元。 

 每股基本亏损为人民币 1.51 分 

 

二零一五年中期财务摘要 

 收益为人民币 512.2 百万元，同比增长 14.5%。 

 毛利为人民币 430.3 百万元，同比增长 6.4%。 

 非公认会计准则经营溢利 1为人民币 9.2 百万元。 

 本公司拥有人应占亏损为人民币 18.4 百万元。 

 每股基本亏损为人民币 3.72 分。 

 公司决议于2015年9月15日向名列股东名册的本公司股东派付截止2015年6月30日止六个月的中期股息，

每股 0.1 港币。 

 

二零一五年第二季度运营摘要 2 

 网络游戏最高同时在线玩家人数(“PCU”)为 708,000，环比增长 0.7%。 

 网络游戏平均同时在线玩家人数(“ACU”)为 318,000，环比增长 2.9%。 

 

 

网龙主席兼执行董事刘德建先生表示：“网龙在第二季度再次录得稳健增长，为 2015 年上半年画上圆满句号。今

年上半年公司总收益达人民币 512.2百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4.5%。第二季度公司总收益达人民币 266.0百万元，

环比增长 8.0%，同比增长 15.6%。公司游戏业务保持强劲增长，上半年录得收益人民币 463.2 百万元，较去年同

期增长 7.3%。第二季度游戏收入为人民币 238.9 百万元，环比增长 6.5%，同比增长 7.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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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4 年第四季度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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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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上半年，我们通过强化产品组合进一步巩固了公司在游戏行业的市场地位，包括为旗舰游戏《魔域》和 

《征服》推出新游戏玩法及资料片。新游戏《英魂之刃》获得了积极的市场反响，于二零一五年五月录得人民币约

2,600 万元的月流水新高；其最高同时在线玩家数于七月突破 40 万，预计该游戏未来将继续其优异表现。运营方

面，第二季度最高同时在线玩家人数和平均同时在线玩家人数分别达到 70.8 万和 31.8 万。同时，公司继续投入研

发资源，打造不同类型的游戏产品，例如以三国题材为背景的 3D 动作战略类网游《虎豹骑》作为国内首款骑马砍

杀类游戏，预计于二零一五年内正式上线。此外，我们计划在下半年发布 2 至 3 款新的手机游戏，以进一步丰富产

品组合并且拓宽收入来源。” 

 

刘先生补充说：“在线教育业务仍是公司的战略焦点。我们即将完成公司教育产品以第一阶段商业化为目标的相关

开发工作, 力争在短期內展开该轮商业化，并覆盖超过 15 个城市。我们的教育产品是集成学习、教学、评估、交

流和社交网络于一体的生态系统。我们致力于在平台上提供在数量最丰富且质量最优异的教育内容。最后，我们期

待 Promethean World Plc 收购案的完成，该交易将为网龙提供全球化的市场空间。” 

 

二零一五年第二季度未经审核的财务业绩 

 

收益 

 

收益为人民币 266.0 百万元，上季度为人民币 246.2 百万元，环比增长 8.0%；去年同期为人民币 230.1 百万元，

同比增长 15.6%。 

 

来自中国市场的收益为人民币 221.3 百万元，上季度为人民币 204.2 百万元，环比增长 8.4%；去年同期为人民币

203.5 百万元，同比增长 8.8%。来自中国市场的收益环比增加主要是由于来自《英魂之刃》及《魔域口袋版》的

收益增加。 

 

来自其他市场的收益为人民币 44.7 百万元，上季度为人民币 42.0 百万元，环比增长 6.2%；去年同期为人民币 26.6

百万元，同比增长 67.6%。来自其他市场的收益环比增加主要是由于来自移动科技及移动营销业务子公司的收益增

加。 

 

毛利及毛利率 

 

毛利为人民币 223.0 百万元，上季度为人民币 207.2 百万元，环比增长 7.7%；去年同期为人民币 208.2 百万元，

同比增长 7.1%。毛利率为 83.9%，上季度为 84.2%，去年同期为 90.5%。2015 年毛利率相对较低主要是由于来

自创奇思的收益增加，其企业移动软件开发业务的毛利较来自游戏业务的毛利低。公司于 2014 年下半年完成对创

奇思的收购。 

 

经营费用 

 

销售及市场推广开支为人民币 39.3 百万元，上季度为人民币 30.8 百万元，环比增长 27.5%；去年同期为人民币

33.6 百万元，同比增长 17.0%。销售及市场推广开支环比增加主要是由于五月宣传《英魂之刃》及《魔域》推出

新资料片的相关广告及推广开支的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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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开支约为人民币 118.2 百万元，上季度为人民币 106.9 百万元，环比增长 10.5%；去年同期为人民币 71.6 百

万元，同比增长 64.9%。环比增长主要是由于(i)公司业务扩展产生的人员总数增加；(ii)合并及收购的法律及专业费

用增加；(ii)外币汇兑亏损增加所致。 

 

开发成本约为人民币 96.1 百万元，上季度为人民币 87.9 百万元，环比增长 9.4%；去年同期为人民币 51.7 百万元，

同比增长 86.0%。开发成本环比增长主要由于公司持续增加对教育业务的研发投入，引起的员工成本增加所致。 

 

其他开支约为人民币 3.2 百万元，上季度为人民币 5.6 百万元，环比减少 42.7%；去年同期为人民币 16.5 百万元，

同比减少 80.7%。 

 

经营（亏损）溢利 

 

经营亏损为人民币 5.5 百万元，上季度为人民币 1.0 百万元。 

 

税项 

 

税项为人民币 7.5 百万元，上季度为人民币 4.5 百万元，环比增长 66.9%；去年同期为人民币 12.5 百万元，同比

减少 40.2%。 

 

期内（亏损）溢利 

 

期内亏损为人民币 12.6 百万元，上季度期内亏损为人民币 13.1 百万元；去年同期期内溢利为人民币 63.8 百万元。 

 

每股基本亏损为人民币 1.51 分。上季度每股基本亏损为人民币 2.21 分。去年同期每股基本溢利和每股摊薄溢利分

别为人民币 12.54 分和人民币 12.50 分。 

 

流动资金 

 

于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银行存款、银行结余及现金、已质押银行存款及持作买卖投资约为人民币 3,338.3

百万元，于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为人民币 3,484.8 百万元。 

 

业务发展 

 

游戏业务 

 

（1）网络游戏 

 

公司旗舰游戏《魔域》于二零一五年五月为其新资料片开启正式公测。公司的另一款旗舰游戏《征服》于二零一五

年第一季度推出游戏内新玩法，推动其英文版本收入于期内达到历史新高。该游戏于二零一五年四月开启周年庆活

动，并推出“道士翻身”职业更新版本，继续巩固了其市场占有率。《征服》将于二零一五年第三季度推出新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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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首款 MOBA 微端游戏《英魂之刃》于二零一五年一月在腾讯平台上开启正式公测，其后凭借便捷的微端登录

及快节奏的对战模式，迅速录得显著的用户增长。该游戏于五月份录得人民币近 2,600 万元的月流水新高；并于七

月突破 40 万的最高同时在线玩家数。《英魂之刃》葡萄牙语版本已于二零一五年三月开启内测。凭借《英魂之刃》

的用户基础和品牌价值，公司将继续积极打造这款广受欢迎游戏的手机版本及更多海外语种版本。 

   

公司即将推出的 3D 动作战略类网游《虎豹骑》凭借对历史的逼真还原及优质的视觉效果深得玩家好评，于研发期

内即入围“新浪中国游戏排行榜”，并斩获“年度网游精品”和“年度新游”两座大奖。《虎豹骑》中文版本已于二零一五

年第三季度开启新一轮内测，并预计于今年内正式上线。 

 

（2）手机游戏 

 

《魔域口袋版》于二零一五年一月份开启正式公测后，各项运营指标均录得较好成绩，并于二零一五年四月在香港

及台湾正式发布中文繁体版。二零一五年六月，《魔域口袋版》在 App Store 上发布 BOSS 版本，迅速录得 App Store

付费榜前十名的佳绩。《魔域口袋版》首部资料片于二零一五年八月正式公测。同时，基于《魔域口袋版》的优异

表现，公司将进一步寻求其海外市场的发行拓展。公司另一款手机游戏 2.5D 角色扮演类武侠风格手机游戏《最江

湖》的安卓版本于二零一五年六月开放全渠道测试，并计划于二零一五年年内正式上线。 

 

同时，公司在手游海外版本的储备方面继续投入资源。本公司首款第一人称射击类手游《绝对火力之危机边缘》的

海外版本及一款纸牌类手游也将于二零一五年下半年开启内测，并预计于今年第四季度正式上线。 

 

在线及移动教育 

 

二零一五年上半年，公司的在线及移动教育业务延续良好发展势头，于多个方面取得长足进展。 

 

（1）产品和内容 

 

二零一五年上半年，公司在建立动态及具有富有吸引力的教育生态系统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该系统将使教师、学生

和家长能够形成有趣及有效的学习体验，并彼此之间能够无缝链接。公司即将完成其教育产品的最后开发，并将进

行第一阶段的商业化。 

 

硬件方面，公司的“101同学派”经历了数次内部设计优化更新，即将开始大规模推广。软件方面，公司初期产品将

围绕其互动课堂产品，以提供颠覆性的课堂内教学和学习体验。教育生态系统中包含教育内容资源库，授权和自主

研发内容涵盖了包括小学和中学课程和所有主要学科。公司的即时通讯平台历经严格的开发程序，将与公司其他软

件模块集成，以确保无缝的用户体验。 

 

（2）市场进入 

 

公司的市场渗透策略侧重于通过结合 B2B 与在线 B2C 模式形成大规模的活跃用户群。B2B 模式乃通过渠道建设执

行并为渗透至新区域市场的重要环节，公司将利用其深厚的互联网 B2C 专业知识通过在线 B2C 模式扩大用户及货

币化规模。作为公司 B2B 策略的一部分，公司已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营销网络，并建设了覆盖中国六大区域和二十

余个省份的销售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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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预期于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努力建立商业化。为确保平稳的产品和服务的推出，实现销售覆盖范围超过十五个

城市，公司将控制第一阶段商业化的规模，预期于二零一五年年底前将初步涵盖五百至一千间课堂。 

 

（3）并购 

 

二零一五年上半年，公司继续积极通过并购提升其市场吸引力。二零一五年六月，公司与苏州驰声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签订了一份买卖协议，有条件的收购其 100%股权，收购预计于二零一五年九月完成。通过此次收购，网龙将整

合驰声世界一流的智能语音技术至网龙的语音评测平台，打造语音评测领域的高端壁垒。此外，公司于二零一五年

七月宣布已向 Promethean World Plc 建议要约，要约以 84,800,000 英镑（约 131,500,000 美元）的估值收购

Promethean 的全部已发行及将予发行股本。Promethean 是全球互动学习科技市场的领导者，拥有遍及世界各地

的庞大用户基础及知名品牌，并以提供优质教育产品而著称。 

 

（4）融资 

 

二零一五年二月，公司旗下在线教育子公司以 4.775 亿美元的估值（稀释后及交易估值）获得 5,250 万美元的 A

轮股权融资，该轮融资由 IDG 资本、祥峰投资（淡马锡集团全资子公司）及奥飞动漫领投。 

 

非公认会计准则财务指标 

 

为补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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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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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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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视为出售联营公司之亏损、收购附

属公司产生之无形资产摊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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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优先股之汇

兑盈利（亏损）、衍生财务工具之盈利净额、出售持作买卖投资之盈利、持作买卖投资之（亏损）盈利净额及财务

成本。 

 

管理层电话会议 

网龙管理层将于香港时间 2015 年 8 月 27 日（星期四）晚 20:00 召开业绩发布电话会议，回顾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止第二季度及中期财务业绩。 

 

业绩发布电话会议详情如下： 

  

国际用户请拨打电话 65-6713-5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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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819-0121 

中国大陆手机用户请拨打 400-620-8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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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中期业绩电话会议”并根据指

示登记。 

 

http://www.nd.com.cn/investor/ir-webcast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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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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移动互联网领先的研发力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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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无线于 2013 年出售给百

度，此项交易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互联网收购合并项目。作为中国海外拓展的先驱，自 2003 年开始，网龙亦在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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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网龙成为国内在线及移动互联网教育

业务的主要参与者，凭借其在移动互联网的技术及运营经验打造颠覆性的教育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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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maggie@nd.com.cn
mailto:ir@nd.com.cn
http://www.nd.com.cn/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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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个月及六个月之简明综合损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下列日期止三个月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个月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未经审核）  （未经审核） （未经审核）  （未经审核） 

 人民币千元  人民币千元 人民币千元  人民币千元 

       

收益  266,009  246,216  512,225  447,235 

收益成本 (42,948)  (39,023)  (81,971)  (42,972) 

        

毛利 223,061  207,193  430,254  404,263 

其他收入及盈利 29,989  26,544  56,533  88,603 

销售及市场推广开支 (39,307)  (30,826)  (70,133)  (62,720) 

行政开支 (118,172)  (106,926)  (225,098)  (128,520) 

开发成本 (96,142)  (87,889)  (184,031)  (92,641) 

其他开支 (3,186)  (5,556)  (8,742)  (18,384) 

分占联营公司亏损 (1,767)  (3,545)  (5,312)  (233) 

 
 

 
 

 
 

 
 

经营（亏损）溢利 (5,524)  (1,005)  (6,529)  190,368 

已质押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1,600  1,590  3,190  1,681 

已质押银行存款、有抵押银行贷款及可转换

优先股之汇兑（亏损）盈利 
646  -  646  (6,269) 

衍生财务工具之盈利净额 -  -  -  7,463 

出售持作买卖投资之盈利 -  1,401  1,401  - 

持作买卖投资之（亏损）盈利净额 (991)  (9,741)  (10,732)  1,154 

财务成本 (823)  (817)  (1,640)  (2,249) 

除税前（亏损）溢利 (5,092)  (8,572)  (13,664)  192,148 

税项 (7,501)  (4,493)  (11,994)  (50,589) 

期内（亏损）溢利 (12,593)  (13,065)  (25,658)  141,559 

期内其他全面（开支）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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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  299  (129)  582 

        

期内全面（开支）收益总额 (13,021)  (12,766)  (25,787)  142,141 

        

以下各项应占期内（亏损）溢利：        

-本公司拥有人 (7,460)  (10,914)  (18,374)  143,492 

-非控股权益 (5,133)  (2,151)  (7,284)  (1,933) 

 (12,593)  (13,065)  (25,658)  141,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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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各项应占全面（开支）收益总额：   
 

    

-本公司拥有人 (7,888)  (10,615)  (18,503)  144,074 

-非控股权益 (5,133)  (2,151)  (7,284)  (1,933) 

 
(13,021)  (12,766)  (25,787)  142,141 

 

 

 

 

 

 

 

 每股（亏损）盈利 

来自持续及已终止经营业务 

人民币分  人民币分  人民币分  人民币分 

-基本  (1.51)  (2.21)  (3.72)  28.24 

-摊簿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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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综合财务状况表 

于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经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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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4,365  822,704 

预付租赁款项 440,001  378,673 

无形资产 137,770  141,254 

于联营公司的权益 23,483  28,795 

可供出售投资 5,000  5,000 

应收贷款 19,736  18,327 

购买物业、厂房及设备的按金 11,443  35,967 

商誉 40,013  40,013 

递延税项资产 54  54 

  1,761,865  1,470,787 

流动资产    

预付租赁款项 2,732  2,708 

应收贷款 2,373  1,578 

贸易应收款项 68,420  51,072 

应收客户合约工程款项 11,585  7,252 

其他应收款、预付款项及按金 94,584  210,098 

应收一间关连公司款项 1,704  1,704 

应收联营公司款项 856  367 

持作买卖投资 195,396  211,584 

已质押银行存款 236,596  236,805 

银行存款 1,463,502  1,999,644 

银行结余及现金 1,442,821  1,036,788 

  3,520,569  3,759,600 

    

流动负债    

贸易及其他应付款项 197,569  209,214 

应付客户合约工程款项 1,016  424 

递延收入 24,187  25,595 

应付一间关连公司款项 1,957  1,891 

应付一间联营公司款项 677  8 

可转换优先股 259,828  - 

有抵押银行贷款 236,596  236,805 

应付所得税 97,182  137,648 

  819,012  611,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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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资产净值 2,701,557  3,148,015 

总资产减流动负债 4,463,422  4,618,802 

    

非流动负债    

其他应付款项 -  1,283 

递延税项负债 116  116 

 116  1,399 

资产净值 4,463,306  4,617,403 

    

股本及储备    

股本 36,687  36,943 

股份溢价及储备 4,380,429  4,529,971 

本公司拥有人应占权益 4,417,116  4,566,914 

非控股权益 46,190  50,489 

 4,463,306  4,617,4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