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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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之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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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Kingsoft Corporation Limited
金 山 軟 件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持續經營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888）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
未經審計業績公告

金山軟件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或「金山」）截至二零
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的未經審計業績。此中期業績已獲本公司的核數
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及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包括本公司大部分獨立非
執行董事）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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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料
未經審計簡明合併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 （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

收益：
 娛樂軟件 158,924 158,251 320,666 321,055
 應用軟件 85,904 78,869 168,137 150,899
 其他 1,486 2,861 3,209 4,255

246,314 239,981 492,012 476,209

收益成本 (31,434) (29,812) (62,201) (59,130)

毛利 214,880 210,169 429,811 417,079

研究及開發成本
 （已扣除政府資助） (57,369) (44,776) (113,217) (87,906)
銷售及分銷成本 (33,614) (30,793) (60,966) (59,751)
行政開支 (27,157) (23,094) (55,186) (44,985)
股份酬金成本 (14,817) (11,728) (21,939) (24,295)
其他經營成本 (9,949) (344) (10,688) (790)
其他收入及收益 150 1,084 635 1,157

財務收入 7,713 5,572 14,602 12,569

分佔利潤及虧損：
　聯營公司 3,174 7,283 7,790 16,222

　共同控制實體 (1,713) (1,599) (3,475) (2,834)

除稅前溢利 4 81,298 111,774 187,367 226,466

所得稅支出 5 (13,494) (14,573) (29,349) (28,171)

本期溢利 67,804 97,201 158,018 198,295

以下人士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66,916 96,551 156,657 197,460
 非控股權益 888 650 1,361 835

67,804 97,201 158,018 198,295

人民幣元
（未經審計）

人民幣元
（未經審計）

人民幣元
（未經審計）

人民幣元
（未經審計）

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
 應佔每股盈利 6
 基本 0.0614 0.0907 0.1447 0.1862
 攤薄 0.0579 0.0835 0.1353 0.1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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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計簡明合併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

本期溢利 67,804 97,201 158,018 198,295

其他綜合收益：
境外實體外幣換算差異 (351) 791 216 (715)

本期其他綜合收益╱（損失）
 （除稅後） (351) 791 216 (715)

本期綜合收益 67,453 97,992 158,234 197,580

以下人士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65,954 97,141 156,258 197,280

 非控股權益 1,499 851 1,976 300

67,453 97,992 158,234 197,580



4

未經審計簡明合併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 （未經審計） （經審計）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7 401,381 407,980

商譽 — 2,377

其他無形資產 58,728 48,489

租賃預付款項 8 45,363 6,972

聯營公司權益 14,168 6,378

共同控制實體權益 32,719 40,112

應收貸款 3,925 2,649

遞延稅項資產 25,326 28,917

遞延成本 1,029 1,201

長期預付款項 — 38,738

582,639 583,813

流動資產
存貨 6,382 5,384

應收貿易賬款 9 110,403 120,378

預付款項、押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74,909 60,075

遞延成本 3,233 3,122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377,039 1,268,098

1,571,966 1,457,057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0 15,416 12,597

計息銀行貸款 11 104,688 —
應付股息 911 174

應計開支及其他應付款項 143,109 186,896

遞延收益 160,042 158,643

應付所得稅 15,237 19,453

439,403 377,763

流動資產淨額 1,132,563 1,079,29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715,202 1,663,107



5

未經審計簡明合併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715,202 1,663,107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收益 36,390 42,144

遞延稅項負債 11,596 16,653

47,986 58,797

資產淨額 1,667,216 1,604,310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4,500 4,434

股份溢價 553,267 525,349

為股份獎勵計劃而持有的股份 (66,190) (72,365)

法定儲備 107,817 107,817

僱員股份資本儲備 236,936 225,011

外幣換算儲備 (66,863) (66,464)

保留盈利 879,992 723,335

建議末期股息 — 141,575

1,649,459 1,588,692

非控股權益 17,757 15,618

權益總額 1,667,216 1,604,310



6

未經審計簡明合併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

已發行股本 股份溢價

為股份
獎勵計劃
而持有的

股份 法定儲備
僱員股份
資本儲備

外幣
換算儲備 保留盈利

建議
末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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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4,434 525,349 (72,365) 107,817 225,011 (66,464) 723,335 141,575 1,588,692 15,618 1,604,310

本期綜合收益總額 — — — — — (399) 156,657 — 156,258 1,976 158,234

二零零九年宣派末期股息 — — — — — — — (141,575) (141,575) — (141,575)

就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後
 行使的僱員購股權
 所發行股份的股息 — (1,578) — — — — — — (1,578) — (1,578)

股份酬金成本 — — — — 18,100 — — — 18,100 163 18,263

已歸屬的獎勵股份轉撥予僱員 — — 6,175 — (6,175) — — — — — —
行使購股權 66 29,496 — — — — — — 29,562 — 29,562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4,500 553,267 (66,190) 107,817 236,936 (66,863) 879,992 — 1,649,459 17,757 1,667,216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

已發行股本 股份溢價

為股份
獎勵計劃
而持有的

股份 法定儲備
僱員股份
資本儲備

外幣
換算儲備 保留盈利

建議
末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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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4,362 639,034 (40,050) 81,481 194,648 (66,128) 362,447 139,723 1,315,517 12,848 1,328,365

本期綜合收益總額 — — — — — (180) 197,460 — 197,280 300 197,580

二零零八年宣派末期股息 — — — — — — — (139,723) (139,723) — (139,723)

就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後
 行使的僱員購股權
 所發行股份的股息 — (1,068) — — — — — — (1,068) — (1,068)

為股份獎勵計劃而購入的股份 — — (11,193) — — — — — (11,193) — (11,193)

股份酬金成本 — — — — 23,990 — — — 23,990 26 24,016

行使購股權 43 16,834 — — — — — — 16,877 — 16,877

已歸屬的獎勵股份轉撥予僱員 — — 3,448 — (3,448) — — — — — —

非控股權益資本注資 — — — — — — — — — 500 500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4,405 654,800 (47,795) 81,481 215,190 (66,308) 559,907 — 1,401,680 13,674 1,415,354



7

未經審計簡明合併現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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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量淨額 173,166 155,958

投資活動所得╱（耗用）現金流量淨額 610,284 (113,878)

融資活動耗用現金流量淨額 (8,904) (134,37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增加╱（減少）淨額 774,546 (92,290)

期初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405,595 616,955

外幣滙率變動影響淨額 660 (126)

期末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180,801 524,539

於獲得時原本到期日超過三個月的定期存款 196,238 480,216

列 於簡明合併財務狀況表的現金及
現金等值項目 1,377,039 1,004,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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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計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公司資料

本公司於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日根據英屬處女群島法律註冊成立。二零零五年十一
月十五日，本公司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於開曼群島存續。本公司股份已於二零零七
年十月九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

本集團主要從事研究、開發及分銷軟件產品，以及提供網絡遊戲服務。

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本公司董事會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五日通過的決
議案批准與授權刊發。

2.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的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
頒佈的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中所規定的所有資料和披露事項，
故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主要會計政策

編製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所採納的會計政策與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
務報告準則」）編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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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所採納者一致，惟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採納適用於本集團的下列新會計準則及
詮釋除外。

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影響

本集團已於本期間的財務報表首次採納下列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採納
該等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對本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 以股份為基準的支付 — 集團現金結算股份
支付交易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已修訂） 企業合併
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已修訂） 合併及獨立財務報表
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 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 — 合資格對沖項目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17號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改善（於二零零八年五月頒佈）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改善（於二零零九年四月頒佈）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已頒佈惟尚未生效的任何其他準則、詮釋或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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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分部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根據其產品及服務劃分其業務單元，並有以下兩個須呈報經營
分部：

(a) 娛樂軟件分部從事研究、開發網絡遊戲，以及提供網絡遊戲、移動電話遊戲及
消閑遊戲服務。

(b) 應用軟件分部從事研究、開發及分銷互聯網安全軟件、詞典軟件及辦公應用軟
件產品。

管理層考察其經營分部的經營業績，以就資源分配及業績評估方面作出決定。分部
表現根據以經調整除稅前溢利計量的分部溢利進行評估。經調整除稅前溢利與本集
團除稅前溢利一致計量，惟本集團金融工具的財務收入以及行政開支、僱員股份酬
金成本、分佔聯營公司╱共同控制實體利潤╱虧損、其他經營成本及其他收入及收
益不包括在該項計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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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分部資料（續）

娛樂軟件 應用軟件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分部收入：
銷售予外界客戶 320,666 171,346 492,012

分部業績 178,701 74,550 253,251

對賬：
行政開支 (55,186)
股份酬金成本 (21,939)
其他經營成本 (8,311)
其他收入及收益 635
財務收入 14,602
分佔利潤及虧損：
　聯營公司 7,790
　共同控制實體 (3,475)

除稅前溢利 187,367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分部收入：
銷售予外界客戶 321,317 154,892 476,209

分部業績 207,289 62,133 269,422

對賬：
行政開支 (44,985)

股份酬金成本 (24,295)

其他經營成本 (790)

其他收入及收益 1,157

財務收入 12,569

分佔利潤及虧損：
　聯營公司 16,222

　共同控制實體 (2,834)

除稅前溢利 22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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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的除稅前溢利已扣除以下項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4,389 9,635 28,348 14,521

租賃預付款項攤銷 — 41 347 83

無形資產攤銷：
 資本化軟件成本攤銷* 2,337 1,258 3,704 2,965
 購入軟件攤銷 1,873 2,604 4,038 5,473

共同控制實體權益減值** 3,638 — 3,638 —
向共同控制實體股東貸款
 的貸款減值** 2,250 — 2,250 —
商譽減值** 2,377 — 2,377 —
捐款** 1,000 — 1,000 —

* 資本化軟件成本攤銷乃包括在研究及開發成本內。

** 共同控制實體權益減值、向共同控制實體股東貸款的貸款減值、商譽減值及捐
款包括在其他經營成本內。

5. 所得稅

未經審計簡明合併收益表所得稅支出的主要組成部分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

即期所得稅 17,823 17,814 27,769 26,009

遞延所得稅 (4,329) (3,241) 1,580 2,162

所得稅支出 13,494 14,573 29,349 28,171

由於本集團並無在香港產生的估計應課稅溢利，故此並無就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
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所得稅支出主要指對在中國大陸及日本產生的估計應課稅溢利徵收的稅項。一般而
言，本集團的中國附屬公司須按中國企業所得稅稅率25%徵稅，惟符合資格獲得免
稅及享受優惠稅率的若干中國附屬公司除外。根據日本稅法，本集團的日本附屬公
司的適用所得稅稅率為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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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是根據期內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及期內發行普通股的加
權平均數目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的金額是根據期內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計算。計算所用普
通股的加權平均數目為期內發行的普通股數目（與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相同），
及假設已無償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目，且此等無償發行為因視作行使或兌換所
有有關本集團之購股權計劃及股份獎勵計劃之潛在的可攤薄普通股為普通股。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及每股攤薄盈利的基礎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盈利
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156,657 197,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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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股份
已發行的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目扣除為股份
　獎勵計劃而持有的股份 1,082,521,512 1,060,421,431

攤薄影響：
　購股權 61,666,424 54,041,806

　獎勵股份 13,597,995 10,268,978

為計算已攤薄每股盈利的股份的加權平均數 1,157,785,931 1,124,73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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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物業、廠房及設備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於一月一日的賬面淨值 407,980 345,626

增加 21,926 82,844

處置 (177) (33)

期內折舊支出 (28,348) (14,521)

於六月三十日的賬面淨值 401,381 413,916

8. 租賃預付款項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於一月一日的賬面淨值 6,972 7,138

增加 38,738 —
期內攤銷支出 (347) (83)

於六月三十日的賬面淨值 45,363 7,055

9. 應收貿易賬款

應收貿易賬款為不附息，基本信用期為30日至90日，按原本發票面值減任何減值虧
損後確認及入賬。

本集團於報告期末的應收貿易賬款，按發票日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0–30日 42,983 43,029
31–60日 17,890 38,002
61–90日 17,298 26,393
91–365日 29,654 11,180

超過一年 2,578 1,774

110,403 120,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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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貿易賬款
本集團應付貿易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0–30日 5,608 8,746
31–60日 1,442 422
61–90日 1,699 726
91–365日 4,837 1,270

超過一年 1,830 1,433

15,416 12,597

應付貿易賬款乃不計息，一般於兩至三個月內支付。

11. 計息銀行貸款
計息銀行貸款指從本集團的定期貸款銀行融資額20,000.0萬港元中提取的12,000.0萬
港元（相等於人民幣10,468.8萬元）。作為該銀行信貸額的承諾，本集團須不時提供
不少於尚欠此銀行貸款（最高為20,000.0萬港元）的等值人民幣元押金。

12. 股份酬金成本
(a) 購股權

本公司分別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七年一月二十二日採納二零零
四年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及二零零七年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統
稱「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已於二零零七
年九月三日終止。自此，並未授出任何購股權。下表闡述本公司截至二零一零
年及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購股權數目及變動。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購股權數目 購股權數目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於一月一日尚未行使 98,145,100 123,779,525

期內沒收 (1,253,500) (4,265,000)

期內行使 (18,987,500) (12,415,425)

於六月三十日尚未行使 77,904,100 107,099,100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就所得僱員
服務所確認的總支出為人民幣271.3萬元（未經審計）（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人民幣1,278.7萬元（未經審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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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股份酬金成本（續）

(b) 股份獎勵計劃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採納日期」），董事會批准並採納一項本集團特選
僱員可參與的股份獎勵計劃（「股份獎勵計劃」）。本集團設立一項信託（「股份獎
勵計劃信託」）以管理股份獎勵計劃及於股份歸屬前持有授予僱員的股份（「獎
勵股份」）。除非董事會提早終止股份獎勵計劃，否則該計劃將自採納日期起計
五年生效。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8,535,600股股份（未經審計）（截
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7,612,000股（未經審計））已獎勵予若干員
工，該等股份的歸屬期為三年。股份獎勵計劃信託概無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收購任何本公司股份。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期間，股份獎勵計劃信託以總成本（包括相關交易成本）約人民幣1,119.3萬元
(未經審計)，在公開市場收購本公司2,453,000股股份。

下表闡述本公司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獎勵股
份數目及變動。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獎勵股份數目 獎勵股份數目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於一月一日尚未行使 20,658,000 15,558,000

期內授出 8,535,600 7,612,000

期內沒收 (6,579,400) (870,000)

期內歸屬 (2,686,133) (1,455,000)

於六月三十日尚未行使 19,928,067 20,845,000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股份獎勵計劃就所得僱員服務所確認的
總支出為人民幣1,922.6萬元（未經審計）（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
民幣1,145.6萬元（未經審計））。

13. 股息

根據董事會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五日通過的決議案，已建議就二零零九年派發每
普通股0.15港元的末期股息，並已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八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
獲股東批准。

董事會已決議不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宣派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
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



16

14. 財務狀況表結算日後事項

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一日，本集團與越南的領先網上遊戲服務供應商Vina Group 
Corporation（「Vina Game」）訂立普通股認購期權協議（「期權協議」）。根據期權協議，
本集團（「期權持有人」）或期權持有人的任何指定附屬公司有權向Vina Game認購最多
1,859,251股Vina Game每股為面值10,000越南盾的普通股，該等股份將按繳足股款方
式發行及可予調整。1,549,375 股普通股將自期權協議日期至二零一六年七月三十一
日（「到期日」）可每季按等額行使。倘若在到期日前發生首次公開發售或清盤，購股
權將會在該事件發生時隨即可予行使。

營運數據摘要

截止三個月

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零九年
三月

三十一日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
三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網絡遊戲產品
每日平均最高同步
 用戶人數 990,855 1,029,611 951,685 953,817 1,061,250 1,131,124 915,212 819,325
每月平均付費
 用戶人數 1,239,609 1,531,993 1,489,797 1,317,755 1,543,946 1,767,553 1,457,101 1,276,351
來自每位付費
 用戶的月平均收益
 （人民幣元） 40 38 36 39 35 38 36 41

網絡安全產品
 在線服務業務
每日平均付費
 用戶人數 8,657,001 8,409,533 8,450,146 8,211,110 8,269,916 8,746,468 8,416,136 7,648,623
來自每位付費
 用戶的月平均收益
 （人民幣元） 1.7 1.9 1.9 2.1 2.1 2.1 2.0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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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收益：
 娛樂軟件 321,055 320,666
 應用軟件 150,899 168,137
 其他 4,255 3,209

476,209 492,012

收益成本 (59,130) (62,201)

毛利 417,079 429,811
研究及開發成本（已扣除政府資助） (87,906) (113,217)
銷售及分銷成本 (59,751) (60,966)
行政開支 (44,985) (55,186)
股份酬金成本 (24,295) (21,939)
其他經營成本 (790) (10,688)
其他收入及收益 1,157 635

經營利潤 200,509 168,450
財務收入 12,569 14,602
分佔利潤及虧損：
　聯營公司 16,222 7,790
　共同控制實體 (2,834) (3,475)

除稅前溢利 226,466 187,367
所得稅支出 (28,171) (29,349)

本期溢利 198,295 158,018

以下人士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197,460 156,657
 非控股權益 835 1,361

198,295 158,018

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人民幣元

（未經審計）
人民幣元

（未經審計）
 基本 0.1862 0.1447
 攤薄 0.1756 0.1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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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下列日期止三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收益：
 娛樂軟件 158,251 161,742 158,924
 應用軟件 78,869 82,233 85,904
 其他 2,861 1,723 1,486

239,981 245,698 246,314

收益成本 (29,812) (30,767) (31,434)

毛利 210,169 214,931 214,880
研究及開發成本（已扣除政府
　資助） (44,776) (55,848) (57,369)
銷售及分銷成本 (30,793) (27,352) (33,614)
行政開支 (23,094) (28,029) (27,157)
股份酬金成本 (11,728) (7,122) (14,817)
其他經營成本 (344) (739) (9,949)
其他收入及收益 1,084 485 150

經營利潤 100,518 96,326 72,124
財務收入 5,572 6,889 7,713
分佔利潤及虧損：
　聯營公司 7,283 4,616 3,174
　共同控制實體 (1,599) (1,762) (1,713)

除稅前溢利 111,774 106,069 81,298
所得稅支出 (14,573) (15,855) (13,494)

本期溢利 97,201 90,214 67,804

以下人士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96,551 89,741 66,916
 非控股權益 650 473 888

97,201 90,214 67,804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
每股盈利
 基本 0.0907 0.0834 0.0614
 攤薄 0.0835 0.0775 0.0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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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二零一零年上半年與二零零九年上半年比較

收益

二零一零年上半年收益為人民幣492.0百萬元，較上年同期增長3%。來自娛樂軟件業務
和應用軟件業務的收益分別佔本集團收益總額的65%和34%。

來自娛樂軟件業務的收益為人民幣320.7百萬元，與上年同期持平。於二零一零年第二
季，每日平均最高同步用戶人數錄得約82萬人，較上年同期下跌14%。於二零一零年第
二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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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的減少乃主要由於本集團網上遊戲於海外（尤其在越南）的表現欠佳所致。於二零一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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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應用軟件業務的收益為人民幣168.1百萬元，較上年同期增長11%。此連續性的增長
主要歸功於金山 WPS 辦公軟件在中國和日本市場銷售的快速增長。

金山網絡安全產品在線服務的訂購用戶數目錄得約765萬名每日平均付費用戶，較上年
同期減少7%，該減少主要由於來自原設備製造商的付費用戶數目減少。金山網路安全
業務的在線服務的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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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利和收益成本

毛利為人民幣429.8百萬元，較上年同期增長3%。毛利率較上年同期減少1個百分點至
87%。收益成本為人民幣62.2百萬元，較上年同期增長5%。

研究及開發（「研發」）成本

扣除政府資助後的研發成本為人民幣113.2百萬元，較上年同期增長29%，增長主要是受
到以下項目的綜合影響：開發新網上遊戲的人員數量的增長、員工薪金和福利水平的
提高及珠海及北京新辦公樓相關引起的折舊及開支的增多。

銷售及分銷成本

銷售及分銷成本為人民幣61.0百萬元，較上年同期增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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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為人民幣55.2百萬元，較上年同期增長23%，主要是由於北京及珠海新辦公樓
及設施（分別於二零零九年三月及二零零九年五月投入使用）相關引起的折舊及支出的
增多。

股份酬金成本

股份酬金成本為人民幣21.9百萬元，較上年同期下降10%，主要是由於對授出股份期權
及獎勵股份採用分批歸屬法加速確認費用。

扣除股份酬金成本前經營利潤

扣除股份酬金成本前經營利潤為人民幣190.4百萬元，較上年同期減少15%。扣除股份酬
金成本前的經營利潤率為39%，較上年同期下降8個百分點。

分佔聯營公司利潤

本集團分佔聯營公司利潤（主要指本集團應佔廣州金山的利潤）為人民幣7.8百萬元，較
上年同期減少52%。此減少主要由於廣州金山的利潤下降，以及本集團自二零零九年七
月起於廣州金山的權益由40%減少至30%所致。

所得稅支出

所得稅支出為人民幣29.3百萬元，較上年同期增加4%。本集團的有效稅率（不計股份酬
金成本的影響）為14%，較上年同期增加3個百分點，此按年增加主要由於預扣股息稅的
計提。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由於上述原因，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人民幣156.7百萬元，較上年同期下降21%。

扣除股份酬金成本前母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溢利

本集團採用扣除股份酬金成本前母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溢利，即扣除母公司擁有人負擔
的股份酬金成本前之擁有人應佔之溢利金額，作為對按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合
併財務報表的補充。

本集團認為扣除股份酬金成本前母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溢利將有助於投資者對於本公司
經營業績的整體瞭解。在評估本集團的經營業績時，請勿將該數據單獨考慮，亦不應替
代本集團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下之溢利或其他經營業績數據。此外，扣除股份酬金成本前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溢利可能同其他公司採用的該等名稱之數據不具有可比性。

扣除股份酬金成本前母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溢利為人民幣178.6百萬元，較上年同期減少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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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資金狀況強勁。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主要財務資
源，以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及原有到期日超過三個月的定期存款的形式持有，分別為人
民幣1,180.8百萬元和人民幣196.2百萬元。上述財務資源總計佔本集團總資產的64%。與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的人民幣524.5百萬元相比，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的增加主要由
於產生自本集團經營的現金流入淨額的增多及對原有到期日少於三個月的定期存款現
金投資比例的增加。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負債比率（即負債總額除以總資產）為23%，較二零
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增加2個百分點。此增長是因為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從本集
團的定期貸款銀行融資額20,000.0萬港元中動用了12,000.0萬港元（人民幣10,468.8萬元）。
該貸款須於二零一一年六月十四日前悉數償還，並按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利率+1.1%計息。

外幣風險管理

本集團之若干開支亦以人民幣以外之貨幣計值。本集團藉著與其他亞洲國家進行特許
銷售或通過其海外附屬公司賺取外幣收入。過往人民幣兌美元、港元、日圓及馬來西亞
元的滙價相對上穩定。本集團採用了「自然免疫」的外幣風險管理方法，即通過安排一些
外幣支出及開支，將外幣收入和外幣開支相匹配。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的以非人民幣計值的存款的財務資產為人民幣
160.4百萬元。由於沒有經濟有效的對沖抗衡人民幣波動，如有任何與前述存款和投資
有關的外滙滙率發生波動，本集團都有可能產生相關虧損，故亦存在風險。

遞延收益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遞延收益（包括即期和長期部分）為人民幣196.4百萬元，
較上年同期減少3%，主要由於遊戲點卡銷售下降。

經營活動產生現金淨額

本集團經營活動產生現金，反映本集團在六個月期間的溢利，並已就非現金項目（如折
舊、攤銷資本化軟件成本及股份酬金成本）及若干財務狀況表項目（如遞延收益及預提
開支及其他應付賬款）變動之影響作出調整。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經營活動流
入的現金淨額分別為人民幣173.2百萬元及人民幣156.0百萬元。

資本化支出

資本化支出，即為收購物業、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而發生的現金支出。截至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資本化支出所用現金分別為人民幣51.7
百萬元及人民幣79.4百萬元。該減少是主要由於在二零零九年上半年支付了北京及珠海
新辦公樓的部分裝修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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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第二季和二零一零年第一季及二零零九年第二季比較

收益

收益為人民幣246.3百萬元，與上季度持平，較上年同期增長3%。於二零一零年第二季，
來自娛樂軟件業務和應用軟件業務的收益分別佔本集團收益總額的65%和35%。

來自娛樂軟件業務的收益為人民幣158.9百萬元，較上季度減少2%，與上年同期持平。
按季錄得下跌，主要由於因越南的不利季節性因素而令海外權利金減少。

每日平均最高同步用戶人數為82萬人，較上季度下跌10%，較上年同期下跌14%。每月
平均付費用戶人數為128萬人，較上季度下跌12%，較上年同期下跌3%。季度環比減少
主要是越南的不利季節性因素，以及舊遊戲的用戶群減少所致。於二零一零年第二季，
本集團網上遊戲的月ARPU值為人民幣41元，較上季度增長14%，較上年同期增長5%。

來自應用軟件業務的收益為人民幣85.9百萬元，較上季度增長4%，較上年同期增長9%。
按季錄得增長乃源自金山WPS辦公軟件在中國的銷售增加。

金山網絡安全產品在線服務的訂購用戶數目為765萬人，較上季度減少9%，較上年同期
減少7%，主要由於來自傳統渠道的用戶數目下降。

金山網絡安全產品在線服務的月ARPU值為人民幣2.2元，較上季度增長10%，較上年同
期增長5%，該增長主要源自月ARPU值較高的手機短信及銀行卡訂購用戶所佔比例的增
加。

毛利和收益成本

毛利為人民幣214.9百萬元，與上季度持平，較上年同期增長2%。毛利率為87%，與上季
度比較保持不變，較上年同期減少1個百分點。

收益成本為人民幣31.4百萬元，較上季度增長2%，較上年同期增長5%。該連續性增長主
要是由於企業軟件的銷售上升令包裝成本增加。

研發成本

扣除政府資助後的研發成本為人民幣57.4百萬元，較上季度增加3%，較上年同期增加
28%。按季錄得增幅主要反映因金山毒霸的新版本已準備在報告期內面市而令資本化軟
件成本減少。

銷售及分銷成本

銷售及分銷成本為人民幣33.6百萬元，較上季度增長23%，較上年同期增長9%。按季增
長主要歸因於發行「劍俠3」及「劍俠世界」的新擴展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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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為人民幣27.2百萬元，較上季度減少3%，較上年同期增加18%。該按季減少是
主要由於集團層面的支出控制。

股份酬金成本

股份酬金成本為人民幣14.8百萬元，較上季度增加108%，較上年同期增加26%。按季錄
得增長，主要是二零一零第二季的新授予的獎勵股份所致。

扣除股份酬金成本前經營利潤

由於上述各項原因，扣除股份酬金成本前的經營利潤為人民幣86.9百萬元，較上季度減
少16%，較上年同期減少23%。扣除股份酬金成本前的經營利潤率較上季度下跌7個百分
點，較上年同期下跌12個百分點，為35%。

分佔聯營公司利潤

本集團分佔聯營公司利潤為人民幣3.2百萬元，較上季度減少31%，較上年同期減少56%。
按季錄得下跌，主要由於來自廣州金山的利潤下跌。

所得稅支出

所得稅支出為人民幣13.5百萬元，較上季度減少15%，較上年同期減少7%。本集團的有
效稅率（不計股份酬金成本的影響）為14%，與上季度持平，較上年同期增加2個百分點。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由於上述原因，母公司擁有人應佔的溢利為人民幣66.9百萬元，較上季度減少25%，較
上年同期減少31%。

扣除股份酬金成本前母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溢利

扣除股份酬金成本前母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溢利為人民幣81.7百萬元，較上季度減少16%，
較上年同期減少25%。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
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扣除股份酬金成本前的淨利率分別為33%、39%及45%。

業務展望
「與上季度相比，我們第二季的收益持平，而較上年同期則增長3%。」金山軟件主席兼
首席執行官求伯君先生說：「本季度的溢利受到有關劍俠3及劍俠世界的新擴展包所需更
大宣傳力度、新獎勵限制性股份及我們投資的遊戲工作室的減值所影響。」

「近期，國內網絡遊戲行業面對著多種情况，如新流量供應放緩、低質量遊戲過度供應，
以及網上娛樂趨勢漸由遊戲社群轉向社交網絡。為保持競爭力及令所推出的遊戲成功
率提高，我們一直採取措施改善工作室及遊戲營運效率，以及嚴格地在全公司實行成本
節約。於二零一零年下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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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二零一零年三月六日發售起，我們的免費互聯網安全套裝軟件金山安全衛士錄得用
戶數的快速增長。此外，為增強用戶體驗，我們亦準備於二零一零年下半年在金山毒霸
的新版本中推出增值服務的若干附加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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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訊

僱員及薪酬政策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本集團有2,685名僱員。僱員薪酬是根據行業現時的慣
例以及僱員的教育背景、經驗及表現而釐定。本集團僱員之薪酬政策及褔利金會定期接
受檢討。除了退休金、內部培訓計劃、酌情花紅、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醫療保險及
強積金外，亦會根據個別員工的表現評核授出股份獎勵。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及股份獎勵計劃的受託人概無已購買、出售或贖回本
公司任何上市證券（不論是否於聯交所上市）。

審核委員會審閱

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成立審核委員會，負責協助董事會提供獨立審閱財務報表及內部
控制系統。該委員會按照闡述其成員資格、職權、責任及會議頻度的職權範圍行事。審
核委員會由獨立非執行董事王舜德先生擔任主席，現時由另外兩名成員組成，包括獨立
非執行董事魯光明先生及非執行董事張旋龍先生。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委員會定
期與管理層、外部核數師及內部核數人員會晤，討論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常規，以
及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宜。

遵守證券交易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的上市發行人之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
守則」），以作為其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經具體查詢各董事後，全體董事
確定彼等在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標準。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除了偏離守則條文A.2.1（主席及首席執行官的角色應予分開）外，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於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此偏離的詳情及經周詳考慮的理由已載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五日刊發的本公司二零
零九年年報的企業管治報告內。董事會將會繼續不時審閱現時架構及在適當時作出必
要變動，並因此通知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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