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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眾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根據開曼群島法律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899）

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第一季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變動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收入 164,149 92,989 + 76.5%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 28,219 21,552 + 30.9%

以下應佔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調整淨利潤 * 40,325 30,180 + 33.6%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40,325 30,178 + 33.6%
非控股權益 — 2 – 100.0%

* 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調整淨利潤來自期間的未經審計利潤，不包括 (i)以股份為基礎的酬金開支；及 (ii)有關本

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的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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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變動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PC遊戲收入

自主開發PC遊戲
— 德州撲克 26,544 28,201 – 5.9%
— 麻將 20,422 22,436 – 9.0%
— 鬥地主 9,031 9,398 – 3.9%
— 其他自主開發遊戲 5,518 6,456 – 14.5%

自主開發遊戲總額 61,515 66,491 – 7.5%

特許遊戲 4,720 6,195 – 23.8%
第三方營運的遊戲 1,628 2,038 – 20.1%

PC遊戲收入總額 67,863 74,724 – 9.2%

移動遊戲收入
— 德州撲克 10,355 — + 100.0%
— 麻將 18,280 2,966 + 516.3%
— 鬥地主 62,372 9,272 + 572.7%
— 其他遊戲 4,272 5,076 – 15.8%

移動遊戲收入總額 95,279 17,314 + 450.3%

遊戲收入總額 163,142 92,038 + 77.3%

總收入 (1) 164,149 92,989 + 76.5%

(1) 總收入包括贊助收入及第三方廣告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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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摘要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變動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每月活躍用戶（「每月活躍用戶」）（以千名列示）︰

自主開發PC遊戲
— 德州撲克 109 108 + 0.9%
— 麻將 1,907 1,888 + 1.0%
— 鬥地主 3,412 3,354 + 1.7%
— 其他自主開發遊戲 4,201 4,486 – 6.4%

移動遊戲
— 德州撲克 405 — + 100.0%
— 麻將 3,025 2,215 + 36.6%
— 鬥地主 16,354 11,848 + 38.0%
— 其他遊戲 1,640 56 + 2828.6%

總計 31,053 23,955 + 29.6%

每月付費用戶（「每月付費用戶」）（以千名列示）︰

自主開發PC遊戲 316 309 + 2.3%
移動遊戲 (2) 1,515 259 + 484.9%

總計 1,831 568 + 222.4%

付費用戶月均收入（「付費用戶月均收入」）

（以人民幣元列示）︰

自主開發PC遊戲 64.9 71.7 – 9.5%
移動遊戲 (2) 21.0 15.7 + 33.8%

(2) 移動遊戲的每月付費用戶及付費用戶月均收入的計算並不包括非智能設備的移動遊戲及第三方營運的移動遊

戲，而有關數據亦不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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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眾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或「聯眾」）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期間」）的未經審計第一季業績

（「第一季業績」）。第一季業績未經獨立核數師審核，惟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本公

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
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之內幕消息條文作出。

業務回顧

於二零一五年第一季，我們繼續實行智力運動生態系統策略，以及加強遊戲用戶於我們平

台之體驗，因而較二零一四年同期再次錄得整體強勁增長。本集團的收入由截至二零一四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人民幣93.0百萬元增加76.5%至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的人民幣 164.1百萬元。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由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的人民幣 21.6百萬元增加 30.9%至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人民幣

28.2百萬元。我們的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調整淨利潤*由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的人民幣 30.2百萬元增加 33.6%至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人民幣

40.3百萬元。我們的整體每月活躍用戶由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24.0百萬

戶增加至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31.1百萬戶。

我們的PC平台收入由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人民幣 74.7百萬元下跌 9.2%
至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人民幣 67.9百萬元。我們的主要遊戲正進行新

版本升級開發，且於本期間並無推出任何重大新版本或活動，且在一定程度上受農曆新年

及較短的二月之季節性因素的影響。

我們的移動遊戲業務的所有財務及營運指標整體均錄得強勁增長。我們的移動遊戲收入由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人民幣 17.3百萬元增加 450.3%至二零一五年同期

的人民幣 95.3百萬元。我們的主要自主開發移動遊戲（即德州撲克、麻將及鬥地主）均錄得

顯著收入增長，於本期間分別達致收入人民幣 10.4百萬元、人民幣 18.3百萬元及人民幣 62.4
百萬元。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我們移動平台的每月付費用戶達至1.5百
萬戶，較去年同期增長 484.9%。付費比率由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 1.8%
增長至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 7.1%。此業績體現本公司持續改進我們的

移動遊戲功能及加強商業化的能力，成功以新移動遊戲爭取新用戶及有效優化渠道。

– 4 –



於二零一五年第一季，我們繼續透過增設品牌競技賽事及其他主要元素以構建我們的智力

運動生態系統。於二零一五年一月，我們於上海成功舉辦中國棋牌競技大賽。初賽於上海

的 232間網吧進行，吸引約 650,000名線上報名人數，而決賽則有 1,500名參賽者。此外，競

技賽的決賽於 5間省電視台及 13個互聯網流媒體網站播放。其中，天津電視台的收視率達

4.11%，相應觀眾人次覆蓋率為 11.55%。此佳績反映本公司具備透過品牌競技賽事製作高

質素智力運動節目，繼而透過媒體及廣播渠道增強效應並接觸大量觀眾的能力。於二零一

五年三月，本公司與海南省文化廣電出版體育廳就廣泛的合作安排簽訂戰略協議，其中海

南省將提供優惠政策及支持本公司於海南舉辦世界撲克巡迴賽（「WPT」）及其他品牌智力運

動競技賽事。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獲得WPT於 15個亞洲國家及地區的獨家授權，並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宣佈在此協議下的首個海外比賽簽約場地為韓國濟州島。因此，我們的

全球業務拓展取得新進展。

* 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調整淨利潤來自期間的未經審計利潤，不包括 (i)以股份為基礎的酬金開支；及 (ii)

有關本公司於聯交所上市的開支。

展望

展望將來，我們將繼續優化遊戲組合，並加速構建智力運動生態系統及海外拓展。我們將

為廣受歡迎的遊戲於海外推出英文及其他亞洲語言版本。我們將繼續開拓商機以獲取戰略

資產及爭取合作，並將繼續透過加深與網魚網咖及其他連鎖網吧的合作，以增加我們的

O2O落地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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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收入 164,149 92,989
收入成本 (81,871) (31,104)

毛利 82,278 61,885
其他收入 5,949 471
銷售及市場推廣費用 (21,301) (10,924)
行政開支 (14,648) (15,632)
以股份為基礎的酬金開支 (12,106) (3,056)
研發費用 (8,842) (7,833)

除所得稅前利潤 31,330 24,911
所得稅開支 (3,111) (3,357)

期間利潤 28,219 21,554

以下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28,219 21,552
非控股權益 — 2

28,219 21,554

以下應佔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調整淨利潤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40,325 30,178
非控股權益 — 2

40,325 30,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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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覽

於二零一五年第一季，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大幅增至人民幣28.2百萬元，較二零

一四年第一季增長人民幣 6.7百萬元。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的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

調整淨利潤 *為人民幣 40.3百萬元，較二零一四年第一季的人民幣 30.2百萬元增加人民

幣10.1百萬元或33.6%。

* 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調整淨利潤來自期間的未經審計利潤，不包括 (i)以股份為基礎的酬金開支；

及 (ii)有關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在聯交所上市的開支。

2. 收入

於二零一五年第一季，本集團的收入為人民幣 164.1百萬元，較二零一四年第一季的人

民幣 93.0百萬元增長人民幣 71.2百萬元或 76.5%。該增長乃由於移動遊戲所得收入大幅

增長所致。

於二零一五年第一季，來自自主開發 PC遊戲的收入為人民幣 61.5百萬元，較二零一四

年第一季的人民幣 66.5百萬元下跌人民幣 5.0百萬元或 7.5%。於二零一五年第一季，來

自移動遊戲的收入為人民幣 95.3百萬元，較二零一四年第一季的人民幣 17.3百萬元增長

人民幣 78.0百萬元或 450.3%。自主開發 PC遊戲的收入減少乃由於我們於二零一五年第

一季並無推出任何大型遊戲及活動所致，而某程度上亦由於季節性因素，因該季度包

含農曆新年及較短的二月。移動遊戲的增長主要由每月活躍用戶、每月付費用戶及付

費用戶月均收入的整體穩步增長所驅動。於二零一五年第一季，自主開發PC遊戲及移

動遊戲的每月付費用戶分別約為 316,000戶及 1,515,000戶，而二零一四年第一季則分別

為 309,000戶及 259,000戶。於二零一五年第一季，自主開發PC遊戲及移動遊戲的付費用

戶月均收入分別為人民幣 64.9元及人民幣 21.0元，而於二零一四年第一季則分別為人民

幣71.7元及人民幣15.7元。

3. 收入成本及毛利率

於二零一五年第一季，本集團的收入成本為人民幣81.9百萬元，較二零一四年第一季的

人民幣 31.1百萬元增加人民幣 50.8百萬元或 163.2 %。毛利率由二零一四年第一季的

66.6%降至二零一五年第一季的 50.1%，乃主要由於本集團的移動遊戲收入增長較快，
而其渠道佣金成本則高於PC遊戲。

4. 其他收入

於二零一五年第一季，本集團的其他收入為人民幣 5.9百萬元，較二零一四年第一季的

人民幣 0.5百萬元增長人民幣 5.5百萬元或 1163.1%。此乃主要由於利息收入增長人民幣

5.2百萬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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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銷售及市場推廣費用

於二零一五年第一季，本集團的銷售及市場推廣費用為人民幣21.3百萬元，較二零一四

年第一季的人民幣 10.9百萬元增加人民幣 10.4百萬元或 95.0%。本期間銷售及市場推廣

費用增加乃主要由於市場推廣活動及人員費用增加而產生的額外成本所致。

6. 行政開支

於二零一五年第一季，本集團的行政開支為人民幣14.6百萬元，較二零一四年第一季的

人民幣15.6百萬元輕微減少人民幣1.0百萬元或6.3%。

7. 研發費用

於二零一五年第一季，本集團的研發費用為人民幣 8.8百萬元，較二零一四年第一季的

人民幣 7.8百萬元增加人民幣 1.0百萬元或 12.9%。本期間的研發費用增加乃主要由於研

發活動及人員費用增加而產生的額外成本所致。

8.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

於二零一五年第一季，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為人民幣28.2百萬元，而於二零一四

年第一季則為人民幣21.6百萬元。該增長主要由於收入大幅增長所致。

9. 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計量—經調整淨利潤

為補充我們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呈列的本季度業績公告，我

們亦採用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未經審計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調整淨利潤*作為額外

財務計量，透過撇除我們認為非業務表現指標項目的影響，來評估我們的財務表現。

於二零一五年第一季，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未經審計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調整淨

利潤為人民幣 40.3百萬元，而於二零一四年第一季則為人民幣30.2百萬元。增長主要由

於收入大幅增長所致。於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第一季，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未

經審計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調整淨利潤源自本期間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不

包括彼等分佔 (i)以股份為基礎的酬金開支人民幣 12.1百萬元（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

一日止三個月：收入人民幣 3.1百萬元）；及 (ii)並無有關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在聯交所

上市的開支（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人民幣5.6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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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調整淨利潤來自期間的未經審計利潤，不包括 (i)以股份為基礎的酬金開支；

及 (ii)有關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在聯交所上市的開支。

10. 所得稅開支

於二零一五年第一季，本集團的所得稅開支維持穩定，金額為人民幣 3.1百萬元，而於

二零一四年第一季則為人民幣3.4百萬元。

11. 更改功能貨幣

於過往年度，董事視美元（「美元」）為本公司的功能貨幣。於完成重組及本公司於二零

一四年在聯交所上市後，本公司已將其大部分上市所得款項淨額以人民幣（「人民幣」）
計值撥入銀行存款，以用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及海外持續拓展之用。自此，
本公司的主要收入來源為主要由人民幣計值的銀行存款產生的利息收入及自其在中國

經營的主要附屬公司（其功能貨幣為人民幣）的營運產生以人民幣計值的股息收入。因

此，董事決定將本公司的功能貨幣由美元更改為人民幣，自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生

效。與過往年度相同，本公司將繼續以人民幣呈列其財務報表。更改本公司的功能貨

幣對本集團及本公司的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且已預先自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起入

賬。

其他資料

重大投資、收購及出售

除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以總代價約人民幣 20百萬元完成收購上海網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及上

海網魚網絡發展有限公司各自餘下的5.7143%股權外，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三個月並無作出任何重大投資、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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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向本公司股東派付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任何股息。

董事會謹此提醒投資者，以上財務資料乃基於本集團的未經審計管理賬目。投資者請勿過

分依賴該等資料，且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聯眾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楊慶

香港，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楊慶先生及伍國樑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劉江先生、張榮明先生、樊泰先生及陳弦

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葛旋先生、魯眾先生及張頌仁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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