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時發放】

金山軟件公佈2010年第三季業績
溢利按年大幅增長23%至8,500萬

* * *
財務數據摘要

人民幣千元

收益
- 娛樂軟件
- 應用軟件
- 其他
毛利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溢利
每股基本盈利（人民幣分）

截至 9 月 30 日止三個月
(未經審計)
2010 年
2009 年
229,237
246,099
155,203
162,786
71,880
81,464
2,154
1,849
197,075
210,730
84,990
69,064
7.76
6.48

變動
(%)
(7)
(5)
(12)
16
(6)
23
20

*截至 2010 年 9 月 30 日止和 2009 年 9 月 30 日止的三個月期間，扣除股份酬金成本影響的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
利分別為人民幣 9,800 萬元和人民幣 7,960 萬元。該等口徑下之溢利較上年同期增長 23%。

營運數據摘要

網絡遊戲產品
- 每日平均最高同步用戶人數
- 每月平均付費用戶人數
- 來自付費用戶的每月平均收益

2010 年
9 月 30 日

2010 年
6 月 30 日

2009 年
9 月 30 日

773,349
1,325,056
39

817,835
1,276,351
41

1,061,250
1,543,946
35

6,598,690
2.2

7,648,623
2.2

8,269,916
2.1

（人民幣元）

網絡安全產品在線服務業務
- 每日平均付費用戶人數
- 來自付費用戶的每月平均收益
（人民幣元）

(2010年11月25日，香港訊) ― 中國領先的應用及娛樂軟件開發商、分銷商及服務供應商金山
軟件有限公司(「金山軟件」或「公司」，股份代號：03888)宣佈截至2010年9月30日止三個月
之未經審計季度業績。
回顧期內，金山軟件的溢利較上年同期大幅增長23%至人民幣約8,500萬元，收益及毛利分別
較去年同期下跌7%及6%，錄得人民幣2.29億元及1.97億元。

金山軟件公佈2010年第三季業績
2010 年 11 月 25 日 / 第 2頁

本季度其他收入及收益為人民幣2,672萬元，較上季增長17715%，較上年增長10%。按季增長
主要由於期內確認了中國地方政府對於當地子公司的財政獎勵。
公司嚴格執行的成本控制措施取得顯著的成效。回顧期內，銷售及分銷成本按年大幅下降
44.6%，至人民幣3,473萬元。截至2010年9月30日止，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達人民幣14.3億元，
公司的資產負債率為21%，與2009年12月31日資產負債率持平。
業務回顧
來自娛樂軟件業務及應用軟件業務的收益分別佔第三季總收益的68%及31%。
娛樂軟件業務
娛樂軟件業務的收益較上季度輕微下降2%至人民幣1.55億元；主要原因是暑期對劍俠系列遊戲
造成的負面影響。日均最高同步用戶人數較上季度下降 5%至 77萬人；減少主要由於暑期的負
面影響。月均付費用戶人數較上季度增長4%至133 萬人；增長反映了海外市場付費用戶基礎的
回升。公司網絡遊戲的每名付費用戶月均收益 (「月ARPU」) 為人民幣39元，較上季度下降5%，
較上年同期增長11%。
展望娛樂軟件業務在2010年第四季及來年的進展良好，封神榜3 已在2010年11月開始非限制性
封閉測試。我們亦致力於2010年底前完成月影傳說的最後一輪限制性封閉測試，並預計於2011
年3月開始非限制性封閉測試。除發展遊戲項目以外，公司於 2010年第三季度與越南領先的網
絡遊戲服務供應商Vina Group Corporation (「Vina Game」) 訂立普通股認購期權協議，建立
戰略合作關係。
應用軟件業務
應用軟件業務的收益為人民幣7,190萬元，較上季度下降16%，主要由於中國網絡安全市場的
競爭日益激烈及日本市場發佈了新版本的微軟辦公軟 件。金山網絡安全產品付費用戶的月
ARPU為人民幣2.2元，與上季度持平，較上年同期增長5%。
金山辦公軟件WPS Office憑藉高兼容度、易於操作、具成本效益等卓越特點，深受中國企業的
愛戴和認同。現時隨國內積極推動軟件正版化，國務院常務會議已於2010年10月宣佈設立專項
行動打擊侵犯知識産權，加大保護知識産權力度，相信對公司應用軟件業務發展有積極的推動
作用。
金山網絡安全產品線上服務的訂購使用者數目為660萬人，較上季度下降14%，主要由於公司
在OEM通道投放了大量的免費版金山網絡安全產品而導致引起相應付費用戶人數的減少。
金山互聯網安全軟件控股有限公司(「金山安全」)於2010年11月宣佈攜手可牛網絡技術(北京)
有限公司(「可牛網絡」)成立金山網絡技術有限公司(「金山網絡」)。金山網絡將為用戶提供免
費、自由的專業互聯網安全服務。同時，金山毒霸個人簡體中文版全面免費推出，藉以為其迅
速增長的用戶群提供免費的互聯網安全服務，同時加速推出各種增值服務並創建新的業務模式。
業務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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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公司對業務發展抱著全新的態度。金山軟件主席兼首席執行官求伯君先生表示：「在
2010年第三季度，我們受惠於政府資助，淨溢利按季錄得26%的強勁增長。就娛樂軟件業務而
言，我們一如既往地致力於不斷測試和完善新的遊戲產品，並於第四季及來年安排了遊戲測試。
同時，我們也積極探索海外市場的發展機遇，通過與Vina Game訂下普通股認購期權協議，建
立了更加深厚的戰略合作關係。我們將長期受益於越南遊戲市場的發展，並為遊戲業務帶來新
的增長動力。在應用軟件業務方面，金山安全對可牛網絡的收購，是金山軟件邁向全面互聯網
化業務戰略調整的重要部分。金山網絡的成立，顯現我們積極順應互聯網產業的發展趨勢，抱
著『二次創業』的激情和互聯網的創新精神，積極探索新的盈利模式，為用戶帶來更好的產品
和服務，加速實現業務互聯網化的全面轉變。」
-完-

業績公佈電話會議
金山軟件有限公司(SEHK: 03888)將於 2010 年 11 月 25 日（星期四）香港時間 07:00PM（美
國東部時間 06:00AM）召開電話會議發佈 2010 年第三季度業績公告。詳情如下：
會議主持人：

主席兼首席執行官

求伯君先生

執行董事兼首席財務官 王東暉先生
您可以撥打以下電話號碼或點擊網絡廣播地址參與此會議：
網絡廣播地址：
(實時 & 重播)
電話號碼:

http://phx.corporate-ir.net/phoenix.zhtml?p=irol-eventDetails&c=189
890&eventID=3515656
撥打密碼 59490011
香港號碼

# +852.3002.1672

美國號碼

美國免費 # +1.866.804.6929
美國（國際）收費 # +1.857.350.1675

中國號碼

中國免費
# 10.800.130.0399 （中國南方電信）
# 10.800.152.1490 （中國北方電信）
# 10.800.852.1490 （中國南方網通）

電話會議重播可致電+1-888-286-8010 美國免費號碼， +1-617-801-6888 美國（國際）收費號
碼，密碼是62399835。電話會議重播將從2010年11月25日 09:00 AM（美國東部時間）或者
2010年11月25日10:00PM（香港時間）開始，至2010年12月2日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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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金山軟件有限公司（股份編號：03888）
金山軟件是中國領先的應用及娛樂軟件開發商、分銷商及服務供應商。自1989年成功推出第一
款辦公軟件產品 WPS1.0以來，經過二十多年的創新和努力，金山軟件已發展成為一個在中國
家喻戶曉的知名軟件品牌。我們已成功地從「盒裝軟件之王」轉化為軟件即服務的互聯網應用
模式。
金山軟件的主營業務包括網絡遊戲、互聯網安全和應用軟件。通過線上及線下分銷渠道，我們
已建立起了廣泛的銷售網絡。我們向中國的零售消費者、企業機構及政府機關推出了包括 WPS
Office、金山詞霸、金山毒霸及網絡遊戲如劍俠情緣系列和封神榜系列等眾多知名產品。金山
軟件正在建立多元化產品集中的用戶平台，並將針對這些用戶提供一系列的增值服務。
金山軟件的使命是致力於提升人們的數字化生活品質。公司總部位於北京，並在珠海、北京、
成都和大連分設數個研發基地。在充分發揮研發優勢的同時，為了改善運營並以用戶為主導，
我們已引入經驗豐富的軟件和網遊運營高層管理團隊。未來，金山軟件將不斷研發新產品，繼
續擴大中國市場佔有率，並同時進軍其他海外市場。
如欲獲得更多金山軟件資料，請瀏覽公司網站 www.kingsof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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