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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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零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

之 中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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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本集

團中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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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
財務業績，連同二零零九年同期的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4 259,596 336,769
收益成本 (35,347) (42,713)

毛利 224,249 294,056
其他收入及盈利 4 14,946 11,387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48,827) (67,195)
行政開支 (84,180) (79,375)
開發成本 (75,377) (87,769)
其他開支 (3,460) (412)
衍生財務工具的虧損淨額 － (15,214)
指定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
　財務資產之收益淨額 － 18,431
分佔共同控制實體虧損 － (724)

除稅前溢利 27,351 73,185
稅項 6 (4,678) (6,793)

期內溢利 7 22,673 66,392

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28 (198)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22,701 66,194

以下各項應佔期內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22,763 66,392
－非控股權益 (90) －

22,673 66,392

以下各項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22,791 66,194
－非控股權益 (90) －

22,701 66,194

人民幣分 人民幣分
每股盈利 10
－基本 4.33 12.63
－攤薄 4.33 1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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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重列）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 142,937 138,011
預付租賃款項 54,889 12,917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的已付按金 33,225 8,895
無形資產 12,342 12,980
於共同控制實體的權益 8 － －
可供出售投資 4,000 4,000
應收貸款 6,713 7,313
遞延稅項資產 54 54

254,160 184,170
流動資產
預付租賃款項 1,101 228
應收貸款 452 893
貿易應收款項 12 19,319 14,128
其他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按金 52,643 66,272
持作買賣投資 － 377
應收股東款項 781 －
向共同控制實體預支 13 － 29,000
可收回稅項 5,347 20
銀行存款 299,643 551,970
銀行結餘及現金 898,905 705,053

1,278,191 1,367,941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4 697 285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41,201 67,881
遞延收入 18,951 18,189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34 －
應付所得稅 13,082 9,935

73,965 96,290

流動資產淨值 1,204,226 1,271,651

1,458,386 1,455,821

股本及儲備
股本 39,264 39,264
股份溢價及儲備 1,419,696 1,417,04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458,960 1,456,305
非控股權益 (574) (484)

1,458,386 1,455,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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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以股份支付

資本 庫存 的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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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酬金儲備 匯兌儲備 保留溢利 總計 非控股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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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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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 － － － － － － － － (198 ) － (198 ) － (198 )

期內溢利 － － － － － － － － － 66,392 66,392 － 66,392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 － － － (198 ) 66,392 66,194 － 66,194

確認以權益結算及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 － － － － － － － 1,872 － － 1,872 － 1,872

派付二零零八年末期股息 － － － － － (51,275 ) － － － － (51,275 ) － (51,275 )

二零零九年中期股息 － － － － － 38,208 － － － (38,208 ) － － －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39,264 1,157,364 1,963 9,946 97,692 38,208 (12,432 ) 1,872 (55,905 ) 192,630 1,470,602 － 1,470,602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39,264 1,157,364 1,963 9,946 114,642 23,270 (10,757 ) 4,641 (56,491 ) 172,463 1,456,305 (484 ) 1,455,821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 － － － － － － － 28 － 28 － 28

期內溢利（虧損） － － － － － － － － － 22,763 22,763 （90） 22,673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 － － － 28 22,763 22,791 （90） 22,701

確認以權益結算及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 － － － － － － － 3,134 － － 3,134 － 3,134

派付二零零九年末期股息 － － － － － （23,270） － － － － （23,270） － （23,270）

二零一零年中期股息 － － － － － 23,056 － － － （23,056） － － －

轉撥 － － － － 17 － － － － (17 ) － － －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39,264 1,157,364 1,963 9,946 114,659 23,056 （10,757） 7,775 （56,463） 172,153 1,458,960 （574） 1,458,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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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運業務所得現金淨額 26,473 129,098

投資活動：

收購資產 15 （58,149） －

出售共同控制實體權益所得款項 4,000 －

其他投資現金流量 244,409 376,212

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190,260 376,212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23,270) (51,27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淨額 193,463 454,035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05,053 332,009

外匯匯率變動的影響 389 228

期終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即銀行結餘及現金 898,905 786,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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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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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股份於二零

零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

位於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而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干諾道中200號信德中心西座22樓22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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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乃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的有關披露規定及香港會

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3.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乃根據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按公平值計算的若干財務工具（倘適用）除外。

除下文所述者外，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採納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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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已首次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多項新訂及經修訂的準則、修訂本

及詮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業務合併處理收購日期

為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的業務合併。本集團亦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綜合

及獨立財務報表處理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有關獲得控制權後於附屬公司擁有權變動

及失去附屬公司控制權的會計事宜。

由於本中期期間並無進行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適用的交易，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及其他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的相應修訂本對本集團本期或過往會計期間的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並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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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日後進行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及其他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的相應修訂本適用的交易，本集團未來期間的業績或會受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租賃之修訂本

作為於二零零九年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的一部份，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已作

出有關租賃土地分類的修訂。於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前，承租人須將租賃土地分類為經

營租賃並於綜合財務狀況表內呈列為預付租賃款項。該修訂本取消上述規定，反之，要求租

賃土地分類基於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所載的一般準則，即以出租人或承租人擁有租賃資產擁

有權隨附的風險及回報的程度為基礎。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的過渡條文，本集團基於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未屆滿租約訂

立時的既有資料重估該等租約的土地分類。符合融資租賃分類的租賃土地由預付租賃款項重

新分類至物業、廠房及設備，其導致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過往賬面值約人民幣

28,785,000元的預付租賃款項重新分類為按成本模式計量的物業、廠房及設備。

上述會計政策變動之影響概要：

上述會計政策變動對本集團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財務狀況的影響如下︰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原先呈列） 調整 （經重列）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9,226 28,785 138,011

預付租賃款項－非流動 41,075 (28,158) 12,917

預付租賃款項－流動 855 (627) 228

對淨資產的影響總額 151,156 － 151,156

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本期或過往會計期間的簡明綜合財務資料

並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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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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1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 關連人士披露 4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供股分類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

　披露比較數字之有限豁免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財務工具 5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最低資金要求之預付款項 4

　詮釋第14號（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以權益工具抵銷財務負債 3

　詮釋第19號

1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及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倘適用）

2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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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委員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財務工具引入財務資產分類及計量之新規定，將於二零一三年一月

一日起生效，並准許提前應用。該準則規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財務工具：確認及計量範

圍內之所有已確認財務資產將按攤銷成本或公平值計量。具體而言，在下列情況下持有之債

務投資一般按攤銷成本計量：(i)以收取合約現金流量為目的之業務模式持有；及(ii)該合約現

金流量僅為支付本金及未付本金之利息。所有其他債務投資及權益投資按公平值計量。應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或會影響本集團財務資產的分類及計量。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或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的業績及財務

狀況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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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其他收入及盈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網絡遊戲收益 259,596 336,769

其他收入及盈利

廣告收入 368 869

出售共同控制實體的收益 4,000 －

政府補貼（附註） 1,110 1,310

利息收入 5,771 9,144

持作買賣投資的公平值變動收益淨額 1,706 －

技術服務收入 1,143 －

其他 848 64

14,946 11,387

附註︰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政府就本集團於中國福建省進行及推行軟件或技術研發項目而產生

的成本撥付政府補貼。相關補貼並無任何尚未達成的條件或或然條件。

5. 分類資料

分類資料之呈報以本集團執行董事（即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就分配分部資源

並評估其表現而定期審閱之內部管理報告資料為基準。

向主要營運決策者提交的內部報告中僅有一項業務，即為網絡遊戲開發及營運以及為該等綱

絡遊戲的市場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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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按呈報分類的收益和業績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類收益 259,596 336,769

分類溢利 46,987 100,517

未分配收入 13,836 10,077

衍生財務工具的虧損淨額 － (15,214)

指定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財務資產之收益淨額 － 18,431

未分配開支 （33,472） (39,902)

分佔共同控制實體虧損 － (724)

除稅前溢利 27,351 73,185

執行董事以營運溢利評估分類損益，而在計算可呈報分類的分類業績時並無計入若干項目，

包括以股份為基礎支付的開支、分佔共同控制實體虧損、衍生財務工具的虧損淨額、指定按

公平值計入損益的財務資產之收益淨額、所得稅開支及未分配的收入與開支。此乃呈報予主

要營運決策者用作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的計量方法。

上文所呈報分類收益均來自外界客戶。

本集團按呈報分類的資產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呈報分類資產 1,184,553 1,093,510

未分配 347,798 458,601

1,532,351 1,55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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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支出包括：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4,625 6,695

　其他司法權區稅項 53 98

4,678 6,793

中國企業所得稅乃按中國有關現行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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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7. 期內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內溢利已扣除：

員工成本：

　董事酬金 2,923 1,753

　其他員工成本

　　薪金及其他福利 107,377 117,977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8,222 6,478

　　以股份為基礎支付的開支 1,094 1,072

119,616 127,280

無形資產攤銷（計入收益成本） 2,298 1,907

無形資產攤銷（計入其他開支） 870 35

預付租賃款項轉撥 212 99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6,282 22,513

下列項目的經營租賃租金：

　－租賃物業 7,534 3,838

　－電腦設備 19,793 23,801

外匯虧損淨額 3,713 1,186

處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3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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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出售共同控制實體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分別持有上海晶茂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及上海合進數據

信息咨詢有限公司各50%的權益，有關權益入賬列為共同控制實體的投資。二零一零年五月，

本集團就出售共同控制實體權益與同一名獨立第三方訂立兩份協議。該交易導致於簡明綜合

全面收益表的收益確認，其計算如下︰

人民幣千元

出售所得款項 4,000

減︰出售當日投資成本的賬面值 －

已確認溢利 4,000

9. 股息

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四日，本集團向股東派付二零零九年末期股息每股0.05港元（二零零九

年︰每股0.11港元）。

董事宣佈向二零一零年九月二日名列股東名冊的本公司股東派付中期股息每股0.05港元（二零

零九年：每股0.082港元）。

10.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的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下列數字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22,763 66,392

股份數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股 千股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股份加權平均數 526,151 525,774

本公司股份獎勵計劃所涉潛在攤薄股份的影響 － 147

用作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股份加權平均數 526,151 525,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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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公司股份獎勵計劃及購股權計劃所涉股份的行使價高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的股份平均市價，故所呈列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攤薄盈利並無計

及股份獎勵計劃及購股權計劃所涉潛在股份的影響。

11. 物業、廠房及設備

期內，本集團出售賬面值約人民幣642,000元的若干廠房及機器，現金所得款項約為人民幣

275,000元，導致出售虧損約人民幣367,000元（二零零九年︰無）。

此外，本期內，本集團動用約人民幣32,143,000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35,334,000元）收購物

業、廠房及設備以擴充業務，主要包括租賃物業裝修約人民幣16,456,000元（二零零九年：人

民幣6,738,000元）及在建工程約人民幣13,964,000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2,429,000元）。

12. 貿易應收款項

本集團給予貿易客戶的信貸期為30日。

以下為呈報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報的貿易應收款項（已扣除呆賬撥備）賬齡分析。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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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91 11,513

31至60日 3,617 1,949

61至90日 2,155 101

超過90日 556 565

19,319 14,128

13. 向共同控制實體預支

該金額無抵押、不計息且於期內悉數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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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貿易應付款項

以下為呈報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報的貿易應付款項賬齡分析。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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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4 268

91至180日 22 6

181至 365日 － －

超過365日 11 11

697 285

15. 收購資產

二零一零年四月，本集團透過收購福建天棣動漫科技有限公司（「福建天棣」）全部註冊資本而

收購福建天棣所持預付租賃款項及與之相關資產及負債。該交易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一日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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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當日確認的資產及負債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5,065

預付租賃款項 42,380

流動資產

其他應收款項 307

預付租賃款項 677

持作買賣投資 15

銀行結餘及現金 9,555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 (295)

資產淨值 67,704

收購產生的現金流出淨額

人民幣千元

以現金支付的代價 67,704

減︰所收購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 (9,555)

58,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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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資料

下表載列下文所示期間本集團網絡遊戲的最高同步用戶（「最高同步用戶」）及平均

同步用戶（「平均同步用戶」）分析（附註）：

截至下列日期止三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最高同步用戶 449,000 451,000 492,000 519,000 632,000

平均同步用戶 217,000 230,000 253,000 273,000 310,000

附註：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網絡遊戲包括《征服》、《魔域》、《機戰》、《投名狀

Online》、《英雄無敵在㵟》、《開心》、《天元》、《夢幻迪士尼》及其他遊戲。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網絡遊戲的最高同步用戶約為449,000，較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減少約0.4%，而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

十日止三個月減少約29.0%。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集團亦錄得網絡遊戲的平均同步用戶約

為217,000，較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減少約5.7%，而較截至二零

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減少約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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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表現摘要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下表載列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比較數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259,596 336,769

收益成本 (35,347) (42,713)

毛利 224,249 294,056

其他收入及盈利 14,946 11,387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48,827） (67,195)

行政開支 (84,180) (79,375)

開發成本 (75,377) (87,769)

其他開支 (3,460) (412)

衍生財務工具的虧損淨額 － (15,214)

指定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

　財務資產之收益淨額 － 18,431

分佔共同控制實體虧損 － (724)

除稅前溢利 27,351 73,185

稅項 (4,678) (6,793)

期內溢利 22,673 66,392

以下各項應佔期內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22,763 66,392

－非控股權益 （90） －

22,673 66,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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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收益由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約人民幣336,800,000元減少約22.9%至約人民幣259,600,000元。

下表載列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按地域劃分的

收益分析︰

截至二零一零年 截至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佔總收益 佔總收益

人民幣千元 百分比 人民幣千元 百分比

中國 198,226 76.4 267,077 79.3

海外 61,370 23.6 69,692 20.7

259,596 100.0 336,769 100.0

本集團按地域分類分析的網絡遊戲收益以提供服務的地區為基準。截至二零一零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來自中國的收益約為人民幣198,200,000元，較截至二零零

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減少約25.8%。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來自海外市場的收益約為人民幣61,400,000

元，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減少約11.9%。

二零一零年第二季度

收益

二零一零年第二季度的收益約為人民幣120,100,000元，較二零零九年同期減少約

26.2%，較二零一零年第一季度則減少約13.9%。

收益成本

二零一零年第二季度的收益成本約為人民幣16,600,000元，較二零零九年同期減少

約30.2%，較二零一零年第一季度減少約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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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及盈利

二零一零年第二季度錄得其他收入及盈利約人民幣9,300,000元，而二零零九年同

期及二零一零年第一季度的其他收入及盈利分別約為人民幣5,600,000元及人民幣

5,700,000元。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二零一零年第二季度的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約為人民幣26,600,000元，較二零零九

年同期減少約32.5%，較二零一零年第一季度則增加約20.0%。

行政開支

二零一零年第二季度的行政開支約為人民幣42,000,000元，較二零零九年同期減少

約4.1%，與二零一零年第一季度比較維持平穩水平。

開發成本

二零一零年第二季度的開發成本約為人民幣35,600,000元，較二零零九年同期減少

約21.1%，較二零一零年第一季度則減少約10.3%。

其他開支

二零一零年第二季度的其他開支約為人民幣2,500,000元，較二零零九年同期增加

約1,398.2%，惟較二零一零年第一季度增加約172.8%。

期內溢利

二零一零年第二季度的期內溢利約為人民幣1,500,000元，較二零零九年同期減少

約91.5%，較二零一零年第一季度則減少約92.9%。就收益比例而言，二零一零年

第二季度期內溢利佔約1.3%，而二零零九年同期及二零一零年第一季度則分別約

佔10.8%及15.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二零一零年第二季度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約為人民幣1,500,000元，較二

零零九年同期減少約91.1%，而較二零一零年第一季度則減少約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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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二零一零年第二季度與二零一零年第一季度的比較

下表載列二零一零年第二季度與二零一零年第一季度的比較數字：

截至下列日期止三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120,120 139,476

收益成本 (16,630) (18,717)

毛利 103,490 120,759

其他收入及盈利 9,286 5,660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26,630) (22,197)

行政開支 (42,004) (42,176)

開發成本 (35,638) (39,739)

其他開支 (2,532) (928)

除稅前溢利 5,972 21,379

稅項 (4,468) (210)

期內溢利 1,504 21,169

以下各項應佔期內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1,548 21,215

－非控股權益 (44) (46)

1,504 21,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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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益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集團的收益約為人民幣120,100,000元，

較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約人民幣139,500,000元減少約13.9%。下

跌主要是由於(i)回顧期間未推出新遊戲；及(ii)整體市場上的競爭持續加劇所致。

下表載列於下文所示期間本集團的地域收益分析：

自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至 自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期間 止期間

佔總收益 佔總收益

人民幣千元 百分比 人民幣千元 百分比

中國 93,760 78.1 104,466 74.9

海外 26,360 21.9 35,010 25.1

120,120 100.0 139,476 100.0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來自中國的收益約為人民幣93,800,000元，

較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約人民幣104,500,000元減少約10.2%。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來自海外市場的收益約為人民幣26,400,000

元，較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約人民幣35,000,000元減少約24.7%。

收益成本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收益成本約為人民幣16,600,000元，較截至

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約人民幣18,700,000元減少約11.2%，主要是由

於持續採取成本控制措施帶來的積極影響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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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集團的毛利約為人民幣103,500,000元，

較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約人民幣120,800,000元減少約14.3%。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毛利率約為86.2%，與截至二零一零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比較維持相對平穩水平。

其他收入及盈利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其他收入及盈利約為人民幣9,300,000元，

較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增加約64.1%。其他收入及盈利增加是

由於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五月與同一名獨立第三方訂立兩份協議出售共同控制實

體的權益，並確認出售收益約人民幣4,000,000元所致。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約為人民幣26,600,000

元，較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增加約20.0%。銷售及市場推廣開

支增加主要是由於《夢幻迪士尼》的廣告及宣傳活動增加所致，其活動中宣佈與中

國著名女藝人李宇春小姐訂立合作安排，其擔任《夢幻迪士尼》的形象代言人，自

二零一零年第二季度開始在中國區推廣該遊戲。

行政開支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行政開支較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減少約0.4%至約人民幣42,000,000元，由於持續採取的成本控制措施而維

持於平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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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成本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開發成本較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減少約10.3%至約人民幣35,600,000元。由於實施二零零九年年報「企業文

化及社會責任」一節所述人才優化項目，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的開發隊伍

的員工人數為1,449名，較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的員工人數減少，其影響

已反映在回顧期間。開發成本減少是由於(i)與外部服務公司在設計及開發方面的

合作減少；及 (ii)持續採取的成本控制措施帶來的積極影響所致。

其他開支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其他開支約為人民幣2,500,000元，較截至

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有所增加，乃由於為支持青海地震災區的災後

重建，幫助當地居民渡過難關而捐贈人民幣1,800,000元所致。此外，由於衍生財

務工具及指定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財務資產均於二零零九年第二季度到期，故截

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並無錄得其相關收

益或虧損淨額。

稅項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稅項約為人民幣4,500,000元，較截至二零

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上升約2,027.6%。相較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

一日止三個月的增加，乃由於根據中國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於二零一零年四月頒

佈的通知（國稅函2010第157號），福建天晴數碼有限公司（「天晴數碼」）截至二零

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企業所得稅增加所致。天晴數碼於截至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享有的企業所得稅優惠由7.5%增至12.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約為人民幣

1,500,000元，較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約人民幣21,200,000元減少

約人民幣19,7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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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第二季度與二零零九年第二季度的比較

下表載列二零一零年第二季度及二零零九年第二季度的比較數字：

截至下列日期止三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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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20 162,871

收益成本 (16,630) (23,831)

毛利 103,490 139,040

其他收入及盈利 9,286 5,637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26,630) (39,479)

行政開支 (42,004) (43,812)

開發成本 (35,638) (45,195)

其他開支 (2,532) (169)

衍生財務工具的虧損淨額 － (15,398)

指定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

　財務資產之收益淨額 － 19,569

分佔共同控制實體虧損 － (510)

除稅前溢利 5,972 19,683

稅項 (4,468) (2,090)

期內溢利 1,504 17,593

以下各項應佔期內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1,548 17,449

－非控股權益 (44) 144

1,504 17,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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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益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集團的收益約為人民幣120,1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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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下表載列本集團於下文所示期間的地域收益分析︰

自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至 自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至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止期間 止期間

佔總收益 佔總收益

人民幣千元 百分比 人民幣千元 百分比

中國 93,760 78.1 132,503 81.4

海外 26,360 21.9 30,368 18.6

120,120 100.0 162,871 100.0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來自中國的收益約為人民幣93,800,000元，

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約人民幣132,500,000元減少約29.2%。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來自海外市場的收益約為人民幣26,400,000

元，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約人民幣30,400,000元減少約13.2%。

收益成本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收益成本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約人民幣23,800,000元減少約30.2%至約人民幣16,600,000元。收益成本的減

少乃由於持續採取的成本控制措施帶來的積極影響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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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集團的毛利約為人民幣103,500,000元，

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約人民幣139,000,000元減少約25.6%。

然而，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毛利率約為86.2%，與截至二零零

九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比較維持相對平穩水平。

其他收入及盈利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其他收入及盈利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

十日止三個月增加約64.7%至約人民幣9,300,000元。其他收入及盈利增加主要是由

於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五月與同一名獨立第三方訂立兩份協議出售共同控制實體

權益，並確認出售收益約人民幣4,000,000元所致。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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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至約人民幣26,600,000元。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減

少主要是由於 (i) 減少對延遲推出的新遊戲宣傳活動；及 (ii)員工人數因實施二零

零九年年報「企業文化及社會責任」一節所述人才優化項目而有所下降，其影響已

反映在回顧期間所致。

行政開支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行政開支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減少約4.1%至約人民幣42,000,000元。行政開支減少主要是由於(i)因實施二

零零九年年報「企業文化及社會責任」一節所述人才優化項目導致僱員成本減少的

影響；及 (ii)持續採取的成本控制措施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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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成本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開發成本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減少約21.1%至約人民幣35,600,000元。本集團研發隊伍的員工人數由二零

零九年六月三十日的1,963名減少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的1,449名。開發成本減

少乃由於(i)員工人數因實施二零零九年年報「企業文化及社會責任」一節所述人才

優化項目而有所減少，其影響已反映在回顧期間；(ii)與外部服務公司在設計及開

發方面的合作減少；及 (iii)持續採取的成本控制措施帶來的積極影響所致。

其他開支、衍生財務工具的虧損淨額及指定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財務資產之收益

淨額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其他開支淨額、衍生財務工具的虧損淨額

及指定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財務資產之收益淨額錄得虧損淨額約人民幣2,500,000

元，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錄得收益淨額約人民幣4,000,000元增

加約163.3%。其他開支，衍生財務工具的虧損淨額及指定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財

務資產之收益淨額的增加，主要是由於衍生財務工具及指定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

財務資產均於二零零九年第二季度到期，故並無錄得其相關虧損或收益淨額的淨

影響所致。

稅項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稅項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

月上升約113.8%。其增加乃由於根據中國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於二零一零年四月

頒佈的通知（國稅函2010第157號），天晴數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的企業所得稅增加所致。天晴數碼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享

有的企業所得稅優惠由7.5%增至12.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約為人民幣

1,500,000元，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約人民幣17,500,000元減少約

人民幣15,9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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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銀行存款、銀行結餘及現金約為人民幣

1,198,500,000元，而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為人民幣1,257,000,000元。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1,204,200,000元，

而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為人民幣1,271,700,000元。

員工資料

回顧期內，本集團的僱員人數分析載列如下：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研發 1,449 1,804 1,963

營運及市場推廣 525 612 646

會計、財務及

　一般行政工作 372 485 500

總計 2,346 2,901 3,109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2,346名僱員（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分別為2,901名及3,109名），其中951名為研發部門的遊戲

開發人員，佔員工總數約40.5%。

本集團經過近三年的擴張後，本集團已透過實施二零零九年年報「企業文化及社

會責任」一節所述人才優化項目縮減招聘，可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

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員工人數予以反映。

另一方面，本集團仍一直密切關注僱員的薪酬及福利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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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過去十年內，本集團慶祝其創辦十週年，亦見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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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創造力量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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湧現的市場機

遇。

現有遊戲的發展及授權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繼續推出提供額外遊戲物品及附加特色的不同語言版本資料

片，以增強其網絡遊戲的受歡迎程度。本集團已於二零一零年二月推出《機戰》全

新中文資料片「星際艦隊」，再於二零一零年五月推出相關英文版本。本集團亦於

二零一零年第二季度進一步推出《征服》中文、英文、法語、西班牙語及阿拉伯語

資料片「神兵傳奇」。本集團亦於二零一零年四月推出《魔域》葡萄牙語資料片「眾

神歸來」。

此外，本集團持續每周推出網絡遊戲的升級版本，有助維持網絡玩家對遊戲的興

趣。

本集團已在海外市場營運其自主開發的遊戲多年。為將其業務進一步擴展至海外

市場，本集團已授權其自主開發的網絡遊戲可於具市場潛力的不同國家營運。本

集團推出不同語言版本的旗艦網絡遊戲，以吸引全球更多用戶。繼授權《征服》、

《魔域》及《機戰》進一步開拓台灣、香港及澳門市場後，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授權

《開心》繁體中文版予台灣合作夥伴，雷爵網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並於二零一零

年一月開始進行開放式beta測試。本集團亦於二零一零年六月開始在越南營運《魔

域》越南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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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中遊戲

本集團一直相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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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本的網絡遊戲。於過往年

度，本集團的多間成員公司分別與Disney Online及美國藝電有限公司（「美商藝電」）

訂立多項合作安排。

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與Disney Online合作開發《夢幻迪士尼》。於回顧期內，本集

團與著名女藝人李宇春小姐訂立宣傳協議，由其擔任《夢幻迪士尼》中國區形象代

言人。李宇春小姐參與的首個宣傳活動已於二零一零年五月推出。

本集團亦與美商藝電訂立合作協議，開發其首款3D MMORPG《地下城守護者世

界》及MMORPG《網絡創世紀》的新版本。

於二零一零年五月，本集團已與全球知名兒童與家庭休閒娛樂產品及服務的領導

者－孩之寶公司（「孩之寶」），正式達成一項授權協議。根據協議內容，本集團將

基於孩之寶「變型金剛」的品牌形象，開發大型MMORPG《變形金剛在㵟》。新遊戲

預計於二零一一年在中國以及亞洲、含俄羅斯在內的獨聯體成員國、中東及北非

地區正式推出。本集團同時享有此款遊戲在上述地區的運營權。

與該等國際知名公司合作足證本集團營運及開發遊戲的能力，同時反映其市場聲

譽。

擴展業務線

本集團以中國的新興智能手機用戶為目標，繼續發展手機應用軟件，而其已成為

本集團無線業務的重要組成部分。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佣162名

人員開展手機應用軟件項目，展現於多種手機平台擁有強大的研發和營運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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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研發能力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員工總數為2,346名，其中1,4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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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核心遊戲開發能力，精簡整合營運模式，加強市場推廣

力度及對渠道的管理，擴大產品組合並延長網絡遊戲的生命週期，以提升本集團

的收益基礎。

Q版回合制MMORPG《長江七號》於二零一零年七月正式開始公測，周星馳先生參

與該遊戲的策劃及設計。《長江七號》採納周先生最新電影「長江七號」的故事情節，

將於周先生的動畫電影「長江七號愛地球」發佈之際推出。此外，《長江七號》並注

入了受中國文化部鼓勵的「綠色環保」理念。

MMORP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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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亦

計劃開發新的MMORPGs，以擴大遊戲組合。本集團目前正在開發若干網絡遊戲，

包括《地下城守護者世界》及《網絡創世紀》的新版本等。

其他網絡遊戲

除了上述的MMORPGs以外，本集團亦同時研發其他不同類型的遊戲，包括(i)動

作角色扮演類遊戲（「ARPG」）； (ii)第一人稱射擊遊戲（「FPS」）；及 (iii)動作遊戲

（「ACT」）。本集團正在研發多個遊戲，包括《暗夜傳說》、《末日危機》、《股市大

亨》及《時空之門》，預期將於今年推出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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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相信，快速及優質的遊戲開發為成功關鍵。其將通過聘用資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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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有助於維持遊戲的適銷性。

另一方面，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底啟動人才優化項目，目標是精簡並提升團隊工

作效率、降低人力成本、增強凝聚力、提高員工競爭優勢。本集團已成功提高了

人員新陳代謝速度，保證了本集團的活力。二零一零年上半年業績亦顯示，該項

目亦降低了人力成本並進一步激發了員工的工作熱情和使命感。

為配合加強遊戲開發程序，本集團亦繼續提升其整合營運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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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

聘用170名人員以提升其整合營運模式。

根據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一日中國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發出的通知（國稅函2010

第157號），天晴數碼截至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年度的適

用企業所得稅率可能會受到影響。本集團現正與福建國家稅務局協商以評估影響。

截至本公佈日期，影響仍不確定。

二零一零年四月，本集團透過收購福建天棣全部註冊資本而收購福建天棣所持預

付租賃款項及與之相關資產及負債。該交易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一日完成。收

購詳情載於本公司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九日之通函。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並無其他事項與本集團二零零九年年報所披露資料有重大改

變。

中期股息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決議宣派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

每股0.05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0.082港元）。中期股息

將派付予二零一零年九月二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預期中期股息約於二

零一零年九月八日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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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東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日（星期五）至二零一零年九月六日（星期一）（包括

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期間不會登記任何股份轉讓。為符合獲得截至二

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股息的資格，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票

必須不遲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二日（星期四）下午四時三十分送交本公司香港股份過

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

26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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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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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持股份及相關

股份數目或

身份及 實繳註冊 概約持股

董事姓名 公司名稱 權益性質 資本金額 百分比

（附註1）

劉德建（附註2） 本公司 實益擁有人及 273,512,220(L) 51.74%

透過受控制法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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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絡信息技術

有限公司

（「福建網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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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有限公司 透過受控制法團

（「上海天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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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持股份及相關

股份數目或

身份及 實繳註冊 概約持股

董事姓名 公司名稱 權益性質 資本金額 百分比

（附註1）

劉路遠（附註2） 本公司 實益擁有人及 273,312,220(L) 51.70%

透過受控制法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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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益擁有人及 人民幣1,000,000元 (L) 100.00%

透過受控制法團

鄭輝（附註2） 本公司 透過受控制法團 271,912,220(L) 5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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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益擁有人及 人民幣1,000,000元 (L) 100.00%

透過受控制法團

陳宏展（附註4） 本公司 實益擁有人及 14,500,000(L) 2.74%

透過受控制法團

曹國偉 本公司 實益擁有人 98,510(L) 0.01%

李均雄 本公司 實益擁有人 98,510(L) 0.01%

廖世強 本公司 實益擁有人 98,510(L) 0.01%

附註：

1. 「L」指股東於本集團相關成員公司股份、相關股份及股本中的好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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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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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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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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4%已發行股本

權益。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七日，本公司分別向劉德建及劉路遠授出本公司購股權1,600,000

份股份及1,400,000份股份。

3. 劉德建、劉路遠及鄭輝分別擁有福建網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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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已發行股本權益。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七日，已向陳宏展授出本

公司購股權1,600,000份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0.30%。陳宏展因持有Cristionna Holdings

Limited的股權而視為擁有本公司2.74%已發行股本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據董事所知，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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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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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持普通股

本集團成員 身份及 數目或實繳註冊 概約持股

名稱 公司的名稱 權益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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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36,400(L) 5.20%

Eagle World International 本公司 實益擁有人 32,952,920(L) 6.23%

　 Inc.（附註2）

Flowson Company 本公司 透過受控制法團 32,952,920(L) 6.23%

　Limited（附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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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唯一普通合夥人 IDG Technology Venture

Investments, LLC控制，而 IDG Technology Venture Investments, LLC則由其管理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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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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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owth Fund Associates L.P.則由唯一普通合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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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唯一普通合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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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就董事所知，概無人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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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權計劃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授出任何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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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董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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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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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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託人」）簽訂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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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獎勵金額總數（「獎勵金額」）16,094,000港元已頒發

予若干名入選僱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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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爭及利益衝突

於本公佈日期，概無董事或彼等各自的聯繫人（定義見上市規則）於直接或間接與

本集團業務競爭或可能競爭的業務中擁有任何權益，與本集團亦無任何其他利益

衝突。

內部監控

董事會委聘一間獨立外部專業公司對回顧期內，包括財務營運與合規監控以及風

險管理各職能的內部監控制度的有效性進行中期審閱。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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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不遜於上市規則附錄10標準守則所訂交易標準的有關董事進行

證券交易守則。經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本公司確認，各董事於截至二零

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均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0標準守則所訂有關董事進行

證券交易的交易標準及本公司的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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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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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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偉乃審核委員會主席。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已經審核委員會審閱，審

核委員會認為該等業績的編製符合適用會計準則及規定，且已作出充分披露。

購買、出售或贖回證券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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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四名執行董事，為劉德建、劉路遠、鄭輝及陳宏展；一名非執行

董事為林棟樑；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曹國偉、李均雄及廖世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