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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總收益 4.92 億元 同比增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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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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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股份代號：3888)欣然公佈截至2010年6月30
日止之未經審計中期業績。
回顧期內，金山軟件的收益及毛利均較上年同期穩定增長，分別同比上升 3%，至人民幣 4.92
億元及 4.30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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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上半年總收益的65%及34%。
娛樂軟件業務
來自娛樂軟件業務的收益為人民幣 3.21 億元，與上年同期持平。於 2010 年第二季，每日平
均最高同步用戶人數約 82 萬人，較上年同期下跌 14%。每月平均付費用戶人數為約 128 萬
人，較上年同期下跌 3%。玩家流量及付費用戶群的減少乃主要由於公司網上遊戲於海外（尤
其在越南）的表現未如理想所致。於 2010 年第二季，本集團的網上遊戲來自每名付費用戶
的每月平均收益（月 ARPU）為人民幣 41 元，較上年同期增長 5%。
公司積極實現於2010年內推出網絡遊戲新產品的目標，遊戲產品測試的進度按照公司計劃進
展順利。六月份，《劍網3》首部資料片「藏劍山莊」開始進行公測；2.5D網遊《月影傳說》
已完成兩輪封測；《封神榜三》正在進行終極內測，內測期間玩家反應非常熱烈。
金山軟件一直重視新生代用戶的培養。自 2010 年起，公司已採取多項舉措拓展用戶群。早
於 5 月，金山軟件宣佈投資拍攝《劍俠情緣-藏劍山莊》同名電視劇，並且邀請英皇娛樂旗下
一線巨星謝霆鋒、蔡卓妍等參與演出。七月份，公司與 7K7K 小遊戲平台合作運營《春秋 Q
傳》，拓展 90 后新生代用戶群。另外，為 90 後度身訂做的公司首款網頁遊戲《神道星 8 客》
正在內測階段。
應用軟件業務
由于金山 WPS 辦公軟件在中國和日本市場銷售均實現快速增長，來自應用軟件業務的收益
為人民幣1.68億元，較上年同期增長11%。
期內，來自原設備製造商的付費用戶數目減少，金山網絡安全產品在線服務的訂購用戶數目
較上年同期減少7%至765萬名。金山網絡安全業務之在線服務的月 ARPU 為人民幣2.2元，
較上年同期增加5%。增長主要反映月ARPU較高的手機短信及銀行卡訂購用戶所佔比例增
加。
公司在應用軟件業務方面加速了擴展步伐。WPS Office日文版已錄得了突飛猛進的銷售，目
前在日本的市佔率排名第二，僅次於微軟。不久前，Kingsoft Office 2010繁體中文版已在
台灣推出。金山應用軟件業務在日本的迅速增長也持續推動了金山軟件的收益增長， 這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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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了公司辦公軟件在日本的領導者地位以及海外軟件市場的無限商機。
另一方面, WPS Office辦公軟件產品已於六月份獲包括南方電網、鞍鋼集團、寶鋼集團、南
航集團等數十家大型中央企業統一採購。金山WPS成功獲得央企集中採購，再次證明央企對
金山產品和品牌的高度認可。企業銷售業務的增長也極大地推動了應用軟件業務收益的增長。
為進一步擴大用戶群及發掘不同平台的商機，WPS Office的網絡協同辦公産品快盤正在進行
封測。
業務展望
為保持競爭力及提高遊戲成功率，金山軟件一直採取措施改進工作室及遊戲營運效率，以及
全面執行嚴格削減成本。2010年下半年，我們計劃推出封神榜3、獨孤九劍，以及嶄新劍俠
遊戲系列月影傳說。
在應用軟件業務方面，公司推出的免費互聯網安全套裝軟件金山衛士自2010年3月6日發售起
錄得快速增長。憑藉金山軟件在專業安全軟件領域的領先技術和地位，金山衛士的推出將為
公司積累更廣大的用戶群，同時有助於推進免費安全軟件市場的良性競爭。此外，為增強用
戶體驗，公司亦準備在金山毒霸的新版本中推出增值服務的若干附加組件。
金山軟件主席兼首席執行官求伯君先生表示：「網上遊戲行業增長放緩，我們在謹慎監察行業
走勢之同時，致力提升遊戲營運效率。同時，我們積極尋求與網遊同業的合作，務求擴大客
戶基礎，為金山品牌注入新元素。在應用軟件業務方面，隨國內日益重視版權維護，我們對
WPS辦公軟件的前景充滿信心。公司將繼續豐富產品組合，強化自身領先地位，為股東帶來
可觀的回報。」

--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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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會議
金山軟件有限公司(SEHK: 3888)將於 2010 年 8 月 25（星期三）香港時間 07:00PM（美國東
部時間 07:00AM）召開電話會議發佈 2010 年第二季度及中期業績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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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90&eventID=3280109
撥打密碼 49697138
香港號碼

# +852.3002.1672

美國號碼

美國免費 # +1.866.700.7173
美國（國際）收費 # +1.617.213.8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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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196313。電話會議重播將從 2010 年 8 月 25 日 10:00 AM（美國東部時間）或者 2010 年 8 月
25 日 10:00PM（香港時間）開始，至 2010 年 9 月 1 日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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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金山軟件有限公司（股份編號：3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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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垂詢
金山軟件有限公司

縱橫財經公關顧問(中國)有限公司

陳楓小姐
電話: (86) 10 82325515
電郵: ir@kingsoft.com

董雪南小姐
電話: (852) 2864 4811
電郵: nan.dong@sprg.com.hk

李苗小姐
電話: (86) 10 82334488 – 5850
電郵: limiao@kingsoft.com

鄺穎怡小姐
電話: (852) 2864 4839
電郵: winnie.kwong@sprg.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