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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游畅游畅游畅游公布公布公布公布2009年年年年第四季度第四季度第四季度第四季度及及及及2009年度未经审计年度未经审计年度未经审计年度未经审计财报财报财报财报 

 
2009年第四季度年第四季度年第四季度年第四季度总收入达到创纪录的总收入达到创纪录的总收入达到创纪录的总收入达到创纪录的7,070万美元万美元万美元万美元，，，，环比增长环比增长环比增长环比增长3% 

2009年第四季度年第四季度年第四季度年第四季度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净利润净利润净利润净利润达到创纪录的达到创纪录的达到创纪录的达到创纪录的4,220万美元万美元万美元万美元，，，，环比增长环比增长环比增长环比增长2% 
2009年年年年度度度度总收入达到总收入达到总收入达到总收入达到2.676亿亿亿亿美元美元美元美元，，，，较上一年较上一年较上一年较上一年增长增长增长增长33% 

2009年年年年度度度度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净利润净利润净利润净利润达到达到达到达到1.581亿亿亿亿美元美元美元美元，，，，较上一年较上一年较上一年较上一年增长增长增长增长39% 
 
 
2010年2月1日，中国北京— 中国领先的在线游戏开发商和运营商畅游有限公司（纳斯达克股票交

易代码：CYOU）今天公布了截至2009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的第四季度及全年财报。 
 
2009年年年年第四季度第四季度第四季度第四季度亮点亮点亮点亮点 
 
� 总收入达到了创纪录的7,070万美元，环比增长3%，同比增长21%，达到公司指导性预测。 
� 净利润达到了创纪录的3,890万美元，即每股美国存托凭证（ADS）1摊薄净收益为0.73美元。

净利润环比增长3%，同比增长34%。 
� 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 2净利润（即不包括股权激励费用）达到了创纪录的4,220万美元，即每

股美国存托凭证摊薄净收益为0.79美元，达到公司指导性预测。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净利润

环比增长2%，同比增长39%。 
� 游戏 3的总计注册帐户数达8,090万，环比增长8%，同比增长41%。 
� 游戏的最高同时在线人数（PCU）达99万，环比增长9%，同比增长19%。 
� 游戏的平均每活跃用户贡献的季度收入（ARPU）为196元人民币，环比增长3%，同比增长

1%。 
 
2009年年年年度度度度亮点亮点亮点亮点 
 
� 总收入达到了创纪录的2.676亿美元，较上一年度增长了33%。 
� 净利润达到了创纪录的1.447亿美元，即每股美国存托凭证（ADS）摊薄净收益为2.81美元。

净利润较上一年度增长了34%。 
� 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净利润（即不包括股权激励费用）达到了创纪录的1.581亿美元，即每股

美国存托凭证摊薄净收益为3.05美元。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净利润较上一年度增长了39%。 
 
“畅游在第四季度又一次取得了丰硕成果，使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更加完满。”畅游的首席

执行官王滔先生说。“2009年，我们出色的执行了战略，通过在美国的上市提升了品牌价值，现

有游戏取得了稳定增长，对游戏产品线进行了进一步投资和加强，并在游戏研发技术上取得了长

足进步。我们以用户为本的研发模式，以及专注于长远规划的业务发展模式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

果，并使畅游成为了中国网络游戏的行业领先者之一。” 

 

王滔先生同时表示，“2010年，除了对现有游戏发布新内容以外，我们还将上线多款新游戏，这

将增强我们游戏的多样性，并吸引新的用户。我们的待推出游戏和新的技术将使畅游在新的细分

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并为公司的增长提供强而有力的推动。” 
                                     
1
 一股美国存托凭证代表两股A类普通股。 

2关于公司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财务数据及其与美国通用会计准则财务数据之间的相关调节的说明

请参见随附的“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披露”和“未经审计的简要合并损益表调节表”。 
3
包括《天龙八部》、《刀剑·英雄》和《刀剑英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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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游首席财务官何捷先生补充说：“畅游稳健的第四季度以及全年表现是成功执行经营战略，以

及持续关注用户游戏内体验的结果。随着现有游戏运营和财务指标的持续增长，凭借强大的待推

出的新游戏，行业领先的利润率，充裕的现金流以及我们实现指导性预测的良好记录，我们对未

来为股东创造更多价值充满信心。 ”  

 
2009年年年年第四季度第四季度第四季度第四季度经营业绩经营业绩经营业绩经营业绩 
 
截至2009年12月31日，游戏的总计注册帐户数达8,090万，环比增长8%，同比增长41%。 
 
游戏的最高同时在线人数约为99万，环比增长9%，同比增长19%。 
 
游戏的总计活跃付费账户数（APA）达240万，与上季度持平，同比增长21%。 
 
游戏的平均每活跃用户贡献的季度收入为196元人民币，环比增长3%，同比增长1%，在中国大多

数游戏玩家相对可承受的消费水平范围内。 
 
2009年年年年第四季度第四季度第四季度第四季度未经未经未经未经审计财报审计财报审计财报审计财报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2009年第四季度的总收入达7,070万美元，环比增长3%，同比增长21%。 
 
2009年第四季度的游戏运营收入达6,860万美元，环比增长3%，同比增长22%。环比增长主要源

于游戏受欢迎度的增加。同比增长主要是由于公司的旗舰游戏《天龙八部》更加受到欢迎。 
  
2009年第四季度的海外代理收入为210万美元，环比增长15%，同比增长5%，主要是由于《天龙

八部》在越南和马来西亚持续增长。 
 
毛利润毛利润毛利润毛利润 
 
2009年第四季度的毛利润达6,530万美元，环比增长2%，同比增长21%。2009年第四季度的毛利

润率为92%。2009年第三季度为93%，而2008年第四季度为92%。2009年第四季度的非美国通用

会计准则毛利润达6,530万美元，环比增长2%，同比增长21%。2009年第四季度的非美国通用会

计准则毛利润率为92%，而2009年第三季度和2008年第四季度同为93%。 
 
营业费用营业费用营业费用营业费用 
 
2009年第四季度的营业费用总额为2,100万美元，环比减少3%，同比增长4%。非美国通用会计准

则营业费用总额为1,770万美元，环比减少3%，同比减少6%。 
 
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产品开发费用为510万美元，环比增长5%，同比减少12%。环比增长主要是

由于聘用了更多的游戏研发人员而导致员工薪酬与福利费用的增加。同比减少主要是由于公司管

理层奖金方案的调整——之前授予的股权激励在IPO后价值提高，因而公司减少其现金奖励。 
 
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销售及市场推广费用为950万美元，环比增长3%，同比减少5%。环比增长主

要源于为公司现有游戏的内容更新而举行了更多的市场推广活动。同比减少主要是由于公司对市



 

 3 of 11 
 

场推广战略的优化而导致的销售和市场费用的节省，纵然公司增加了市场推广人数而导致员工薪

酬与福利费用有所增加。 
 
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管理费用为310万美元，环比减少25%，同比减少2%。环比减少主要是由于

在上季度为加强对畅游知识产权保护而增加的法律相关费用。同比减少主要是由于管理层奖金方

案的调整——之前授予的股权激励在IPO后价值提高，因而公司减少其现金奖励。 
 
营业营业营业营业利润利润利润利润 
 
2009年第四季度的营业利润达4,430万美元，环比增长5%，同比增长31%。2009年第四季度的营

业利润率为63%，高于2009年第三季度的62%和2008年第四季度的58%。2009年第四季度的非美

国通用会计准则营业利润达4,760万美元，环比增长4%，同比增长36%。2009年第四季度的非美

国通用会计准则营业利润率为67%，与上季度相同，并高于2008年第四季度的60%。 
 
净利润净利润净利润净利润 
 
2009年第四季度的净利润达3,890万美元，环比增长3%，同比增长34%。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净

利润达4,220万美元，环比增长2%，同比增长39%。每股美国存托凭证摊薄净收益为0.73美元，

高于2009年第三季度的0.71美元和2008年第四季度的0.61美元。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每股美国存

托凭证摊薄净收益为0.79美元，高于2009年第三季度的0.77美元和2008年第四季度的0.64美元。

2009年第四季度净利润率为55%，与上季度相同，而高于2008年第四季度的50%。第四季度非美

国通用会计准则净利润率为60%，与上季度相同，而高于2008年第四季度的52%。 
 
现金余额现金余额现金余额现金余额 
 
截至2009年12月31日，畅游持有净现金2.269亿美元，少于2009年9月30日时的3.129亿美元。本

季度的营运现金流为净流入4,620万美元。 
 
净现金余额下降是由于公司在2009年第四季度向搜狐间接全资子公司搜狐（游戏）有限公司支付

了9,680万美元的首次公开募股前宣派的现金股利。此股利如公司首次公开募股的招股书中所述，

于2009年4月1日公司首次公开募股前宣派。 
 
2009年年年年度度度度未经未经未经未经审计财报审计财报审计财报审计财报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2009年的总收入达2.676亿美元，较上一年的2.018亿美元增长了33%。 
 
2009年的游戏运营收入达2.598亿美元，较上一年的1.946亿美元增长了33%，主要是由于公司的

旗舰游戏《天龙八部》更加受到欢迎。 
 
2009年的海外代理收入为780万美元，较上一年的720万美元增长了8%，主要是由于《天龙八部》

在越南和马来西亚的持续增长。 
 
毛利润毛利润毛利润毛利润 
 
2009年的毛利润达2.501亿美元，较上一年的1.872亿美元增长了34%。2009年的毛利润率为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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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年相同。2009年的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毛利润达2.504亿美元，较上一年的1.872亿美元增

长了34%。2009年的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毛利润率为94%， 高于2008年的93%。 
 
营业费用营业费用营业费用营业费用 
 
2009年的营业费用总额为8,620万美元，较上一年的7,180万美元增长了20%。非美国通用会计准

则营业费用总额为7,310万美元，较上一年的6,650万美元增长了10%。 
 
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产品开发费用为1,990万美元，较上一年的1,890万美元增长了5%，主要是由

于2009年的游戏研发人员数翻番而导致员工薪酬与福利费用的增加，及该费用增加的影响被公司

管理层奖金方案的调整（之前授予的股权激励在IPO后价值提高，因而公司减少其现金奖励）所抵

消。 
 
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销售及市场推广费用为3,980万美元，较上一年的3,890万美元增长了2%，主

要是由于公司聘用了更多的市场推广人员而导致员工薪酬与福利费用的增加，及该费用被公司对

市场推广战略的优化而导致的销售和市场费用的节省所抵消。 
 
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管理费用为1,330万美元，较上一年的860万美元增长了54%，主要是由于后

勤人员的增加和加强对畅游知识产权保护而增加的法律相关费用。 
 
营业营业营业营业利润利润利润利润 
 
2009年的营业利润达1.639亿美元，较上一年的1.154亿美元增长了42%。2009年的营业利润率为

61%，高于2008年的57%。2009年的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营业利润达1.773亿美元，较上一年的

1.207亿美元增长了47%。2009年的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营业利润率为66%，高于2008年的60%。 
 
净利润净利润净利润净利润 
 
2009年的净利润达1.447亿美元，较上一年的1.080亿美元增长了34%。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净利

润达1.581亿美元，较上一年的1.133亿美元增长了39%。每股美国存托凭证摊薄净收益为2.81美
元，高于2008年的2.27美元。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每股美国存托凭证摊薄净收益为3.05美元，高

于2008年的2.39美元。2009年净利润率为54%，高于2008年的53%。2009年非美国通用会计准

则净利润率为59%，高于2008年的56%。 
 
其他最新进展其他最新进展其他最新进展其他最新进展及奖项及奖项及奖项及奖项 
 
新代理游戏 
 
畅游与位于广州的游戏开发商——火石软件达成协议，获得了《大话水浒》在大陆独家运营权。

《大话水浒》以中国古典四大名著《水浒传》为故事背景，它是一款2D卡通风格回合制大型多人

在线角色扮演游戏。该款游戏正在进行内测。 
 
2009《财资杂志》最佳美国存托凭证发行奖3A大奖 
 
2010年1月，畅游在2009年《财资杂志》3A大奖评选中赢得了“2009最佳美国存托凭证发行大奖”。

《财资杂志》每年的3A奖授予为亚洲金融领域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机构，并以其严谨的评

估流程享有盛名。畅游因其在首次公开发行战略的执行力、发行规模、价格和上市后股价表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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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因素被授予了“2009最佳美国存托凭证发行大奖”。 
 
业务展望业务展望业务展望业务展望 
 
畅游预计其2010年第一季度的总收入在7,000万美元至7,300万美元之间。 
 
畅游预计其2010年第一季度的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净利润在4,100万美元至4,250万美元之间。 
 
畅游预计其2010年第一季度的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每股美国存托凭证摊薄净收益在0.77美元至

0.80美元之间。 
 
假设不再授予新的股权激励，畅游预计其2010年第一季度的股权激励费用在300万美元至350万美

元之间，每股美国存托凭证摊薄净收益将因此减少0.06美元至0.07美元。 
 
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的披露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的披露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的披露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的披露 
  
作为对遵照美国通用会计准则提交的未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数据的补充，畅游管理层提供了非美国
通用会计准则成本、经营费用、净利润和每股美国存托凭证净收益，即将股权激励的费用从美国
通用会计准则数据中调整出来。这些数据应被视为对遵照美国通用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数据的补
充，而不应被视为可代替或优于美国通用会计准则数据。 
 
畅游管理层认为，不包括股票激励费用的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财务数据对其本身和投资者都有用
处。并且，公司管理层和业务线领导无法预计股权激励费用的金额，因此作为畅游提供给投资者
和分析师的业务展望数据，公司年度预算和季度预测，在编制时也不考虑这部分费用。由于股票
激励费用不涉及任何过去或将来的现金流，畅游在评估和审批费用支出以及分配资源至各项业务
时都不会考虑此因素。因此，各月的内部财务报告和所有的绩效奖励考核一般都是基于不含股票
激励费用的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进行的。 
 
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财务数据帮助投资者了解畅游目前的财务状况和对未来的展望。使用非美国
通用会计准则的成本、经营费用、净利润和每股净收益也有其不足之处，股权激励费用已经是而
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也将是我们业务中一项重大持续费用。为了弥补这部分不足，我们同时提供了
关于美国通用会计准则金额和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金额差别的具体信息。在后文的附表里列示了
美国通用会计准则和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调节的明细，可以直观地进行比较。 
  
财务信息注释财务信息注释财务信息注释财务信息注释 
  
除注明为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的信息之外，本新闻稿中的财务信息均摘自畅游根据美国通用会计
准则编制的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安全港声明安全港声明安全港声明安全港声明  
  
我们现在预计“业务展望”中的内容在下个季度财务数据公布之前不会被更新。但是，畅游保留
在任何时候，由于任何原因对“业务展望”部分的内容进行更新的权利。 
 
本财务报告中包含前瞻性的陈述。非历史事实的陈述，包括关于我们的预期，均为前瞻性陈述。

这些陈述是基于当前的计划，估计及展望，请不要对其产生不适当的依赖。前瞻性的陈述中包含

风险及不确定因素。我们在此提醒您，某些重要的因素可能会导致实际结果与前瞻性陈述有重大

差别。潜在的风险及不确定因素包括但不限于：当前全球金融和信贷市场危机及其对中国经济的

潜在影响、2008年后期和2009年中国经济放缓并可能持续到201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产业政策的

不确定、各季度运营结果可能出现上下波动、畅游过去及未来可能的亏损、有限的营业历史、以

及本公司依赖《天龙八部》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事实。更多有关上述及其他风险的资讯收录于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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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于2009年3月17日提交，并在2009年3月31日及之前修订的F-1表格注册文件，以及向美国证券

交易委员会提交的其他文件中。 
 
 
电话会议信息电话会议信息电话会议信息电话会议信息 
 
畅游管理层将于美国东部夏时制时间2010年2月1日上午7点（北京/香港时间2010年2月1日下午8
点）召开业绩电话会议。  
 
业绩电话会议的电话接入方式如下： 
 
美国号码：+1-866-713-8563 
香港号码：+852-3002-1672 
国际号码：+1-617-597-5311 
 
请在电话会议开始之前10分钟拨打以上电话号码参加会议，拨打电话时需输入密码，密码为

CYOU。 
 
也可在2010年2月8日之前拨打以下电话号码收听本次电话会议的录音： 
 
国际号码：+1-617-801-6888 
密码：39188151 
 
同时，畅游公司的网站http://www.changyou.com/ir/将直播本次电话会议，以后也可访问此网址收

听本次电话会议的录音。 
 
关于畅游关于畅游关于畅游关于畅游 
 
畅游有限公司（纳斯达克股票交易代码：CYOU） 从2003年起作为搜狐集团的游戏事业部开始运

营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MMORPG）业务。畅游于2007年12月起分拆成为一家独立运营公

司，于2009年4月7日完成其首次公开募股，并已发展为中国领先的在线游戏开发和运营商。畅游

目前运营三款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包括其自主研发的中国最受欢迎的在线游戏之一《天

龙八部》和代理的《刀剑·英雄》和《刀剑英雄2》。另外，畅游拥有多款风格多样主题鲜明的待

推出游戏，包括代理游戏《大话水浒》、《中华英雄》、《剑仙》、《古域》以及自主研发的获

得中国最受期待的在线游戏之一奖项的《鹿鼎记》。畅游领先的技术平台包括先进的2.5D及3D图

形引擎、统一的游戏开发平台、有效的反作弊和反黑客技术、自主研发的跨网络技术和先进的数

据保护技术等。更多信息请访问畅游网站http://www.changyou.com/en/. 
 
投资者和媒体垂询投资者和媒体垂询投资者和媒体垂询投资者和媒体垂询，，，，请联系请联系请联系请联系：：：： 
 
中国中国中国中国：：：： 
 
张正慧女士 
畅游有限公司 
电话：  +86 (10) 5956-3358 
电子信箱：  ir@cyou-in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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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响女士 
奥美金融咨询北京办公室 
电话：   +86 (10) 8520-6104 
电子信箱： cathy.li@ogilvy.com 
 
美国美国美国美国：：：： 
 
Jessica Barist Cohen女士 
奥美金融咨询纽约办公室 
电话：    +1 (646) 460-9989 
电子信箱： Jessica.cohen@ogilvyp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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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游有限公司畅游有限公司畅游有限公司畅游有限公司 
简要合并损益表简要合并损益表简要合并损益表简要合并损益表 

(未经审计未经审计未经审计未经审计，，，，单位千美元单位千美元单位千美元单位千美元，，，，每每每每 ADS 净收益除外净收益除外净收益除外净收益除外) 
 

  三个月截三个月截三个月截三个月截至至至至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个月个月个月个月截截截截至至至至 

  2009年年年年12月月月月31日日日日  2009年年年年9月月月月30日日日日  2008年年年年12月月月月31日日日日  2009年年年年12月月月月31日日日日  2008年年年年12月月月月31日日日日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游戏运营收入 $ 68,621 $ 66,880 $ 56,410 $ 259,783 $ 194,607
        海外代理收入  2,077  1,804 1,980  7,802 7,238
总收入  70,698  68,684 58,390  267,585 201,845
成本成本成本成本  

(包括股权激励费用分别为$57, $169, $4, $324 和 $14)  5,420  4,714 4,380  17,518 14,633

毛利毛利毛利毛利  65,278  63,970 54,010  250,067 187,212
       
营业费用营业费用营业费用营业费用：：：：       
     产品开发（包括股权激励费用分别为$1,763, $1,885, 

$1,155, $7,404 和 $4,919）  6,888  6,788 6,965  27,353 23,862
     销售及市场推广(包括股权激励费用分别为$77, $68, 

$2, $261 和 $10)  9,551  9,280 9,949  40,048 38,917
     管理费用(包括股权激励费用分别为$1,432, $1,432, 

$57, $5,412 和 $404)  4,556  5,614 3,253  18,759 9,053

营业费用合计营业费用合计营业费用合计营业费用合计  20,995  21,682 20,167  86,160 71,832
          
营业利润营业利润营业利润营业利润  44,283  42,288 33,843  163,907 115,380
          
利息支出  -  - (67)  (104) (245)
利息收入和汇兑损益  762  966 598  3,379 1,235
其他收入(支出)  125  34 13  158 (278)

税前利润税前利润税前利润税前利润  45,170  43,288 34,387  167,340 116,092
所得税  (6,312)  (5,494) (5,315)  (22,656) (8,106)
净利润净利润净利润净利润 $ 38,858 $ 37,794 $ 29,072 $ 144,684 $ 107,986
       
每ADS基本净收益 $ 0.75 $ 0.74 $ 0.61 $ 2.87 $ 2.27

      
用于计算每ADS基本净收益的ADS股数  51,496  51,251 47,500  50,364 47,500

       
每ADS摊薄净收益 $ 0.73 $ 0.71 $ 0.61 $ 2.81 $ 2.27

      
用于计算每ADS摊薄净收益的ADS股数  52,999  53,001 47,500  51,526 4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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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游有限公司畅游有限公司畅游有限公司畅游有限公司 

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 
(未经审计未经审计未经审计未经审计，，，，单位千美元单位千美元单位千美元单位千美元) 

 
 

  2009年年年年12月月月月31日日日日  2008年年年年12月月月月31日日日日 

     

资产资产资产资产     

流动资产流动资产流动资产流动资产     

现金及银行存款 $ 226,901 $ 134,439 

应收账款，净值  3,395  1,019 

预付账款及其他流动资产  4,720  22,187 

应收搜狐款项  340  8,535 

流动资产合计流动资产合计流动资产合计流动资产合计  235,356  166,180 

非流动资产非流动资产非流动资产非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净值  49,178  9,260 

无形资产，净值  3,221  57 

其他资产，净值  1,636  1,159 

资产合计资产合计资产合计资产合计 $ 289,391 $ 176,656 

     

负债与所有者权益负债与所有者权益负债与所有者权益负债与所有者权益     

预收账款及递延收入 
  

$ 30,244 $ 20,703 

预提费用  26,618  22,834 

应交税金  6,628  9,163 

搜狐提供的短期借款  -  8,450 

应付搜狐款项  5,046  10,812 

负债负债负债负债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68,536  71,962 

所有者所有者所有者所有者权益权益权益权益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220,855  104,694 

负债与所有者权益负债与所有者权益负债与所有者权益负债与所有者权益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 289,391 $ 176,656 
 



    

 

 
 

畅游有限公司畅游有限公司畅游有限公司畅游有限公司 
未经审计的简要合并损益调节表未经审计的简要合并损益调节表未经审计的简要合并损益调节表未经审计的简要合并损益调节表 

(单位千美元单位千美元单位千美元单位千美元，，，，每每每每ADS净收益除外净收益除外净收益除外净收益除外)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2009年年年年12月月月月31日日日日的三个月的三个月的三个月的三个月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2009年年年年9月月月月30日日日日的三个月的三个月的三个月的三个月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2008年年年年12月月月月31日日日日的三个月的三个月的三个月的三个月 

  

美国通用会美国通用会美国通用会美国通用会

计准则报告计准则报告计准则报告计准则报告

数数数数  

非美国通用非美国通用非美国通用非美国通用

会计准则调会计准则调会计准则调会计准则调

整整整整  
非美国通用会非美国通用会非美国通用会非美国通用会

计准则报告数计准则报告数计准则报告数计准则报告数   

美国通用会美国通用会美国通用会美国通用会

计准则报告计准则报告计准则报告计准则报告

数数数数  
非美国通用会非美国通用会非美国通用会非美国通用会

计准则调整计准则调整计准则调整计准则调整  

非美国通用非美国通用非美国通用非美国通用

会计准则报会计准则报会计准则报会计准则报

告数告数告数告数 

 美国通用会美国通用会美国通用会美国通用会

计准则报计准则报计准则报计准则报告告告告

数数数数 

非美国通用非美国通用非美国通用非美国通用

会计准则调会计准则调会计准则调会计准则调

整整整整 
非美国通用会非美国通用会非美国通用会非美国通用会

计准则报告数计准则报告数计准则报告数计准则报告数 
总收入 $ 70,698 $ – $ 70,698  $ 68,684 $ - $ 68,684  $ 58,390 $ – $ 58,390 
减：成本  5,420  (57) (a) 5,363   4,714  (169) (a) 4,545  4,380 (4) (a) 4,376 

毛利 $ 65,278 $ 57 $ 65,335  $ 63,970 $ 169 $ 64,139  $ 54,010 $ 4 $ 54,014 

毛利率  92%    92%   93%    93%  92%  93% 

                  
营业费用 $ 20,995 $ (3,272) (a) $ 17,723  $ 21,682 $ (3,385) (a) $ 18,297  $ 20,167 $ (1,214) (a)$ 18,953 
产品开发 $ 6,888 $ (1,763) (a) $ 5,125  $ 6,788 $ (1,885) (a) $ 4,903  $ 6,965 $ (1,155) (a)$ 5,810 
销售及市场推广 $ 9,551 $ (77) (a) $ 9,474  $ 9,280 $ (68) (a) $ 9,212  $ 9,949 $ (2) (a)$ 9,947 
管理费用 $ 4,556 $ (1,432) (a) $ 3,124  $ 5,614 $ (1,432) (a) $ 4,182  $ 3,253 $ (57) (a)$ 3,196 

营业利润 $ 44,283 $ 3,329 $ 47,612  $ 42,288 $ 3,554 $ 45,842  $ 33,843 $ 1,218 $ 35,061 

营业利润率  63%    67%   62%    67%  58%  60% 
                  
净利润 $ 38,858 $ 3,329 $ 42,187  $ 37,794 $ 3,554 $ 41,348 $ 29,072 $ 1,218 $ 30,290 

净利润率  55%    60%   55%    60% 50%  52% 

每ADS摊薄净收益 $ 0.73   $ 0.79  $ 0.71   $ 0.77  $ 0.61  $ 0.64 

用于计算每ADS摊薄净收益的ADS股数  52,999    53,436   53,001    53,436  47,500   47,500 

 
 
注释： 
(a) 剔除公允价值法计算的股权激励费用。 

 



    

 

畅游有限公司畅游有限公司畅游有限公司畅游有限公司 
未经审计的简要合并损益调节表未经审计的简要合并损益调节表未经审计的简要合并损益调节表未经审计的简要合并损益调节表 

(单位千美元单位千美元单位千美元单位千美元，，，，每每每每ADS净收益除外净收益除外净收益除外净收益除外)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2009年年年年12月月月月31日日日日的的的的十二十二十二十二个月个月个月个月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2008年年年年12月月月月31日日日日的的的的十二十二十二十二个月个月个月个月 

  

美国通用会美国通用会美国通用会美国通用会

计准则报告计准则报告计准则报告计准则报告

数数数数  

非美国通用非美国通用非美国通用非美国通用

会计准则调会计准则调会计准则调会计准则调

整整整整  
非美国通用会非美国通用会非美国通用会非美国通用会

计准则报告数计准则报告数计准则报告数计准则报告数  

美美美美国通用会国通用会国通用会国通用会

计准则报告计准则报告计准则报告计准则报告

数数数数 

非美国通用非美国通用非美国通用非美国通用

会计准则调会计准则调会计准则调会计准则调

整整整整 
非美国通用会非美国通用会非美国通用会非美国通用会

计准则报告数计准则报告数计准则报告数计准则报告数 
总收入 $ 267,585 $ – $ 267,585  $ 201,845 $ – $ 201,845 
减：成本  17,518  (324) (a) 17,194  14,633 (14) (a) 14,619 

毛利 $ 250,067 $ 324 $ 250,391  $ 187,212 $ 14 $ 187,226 

毛利率  93%    94%  93%  93% 

           
营业费用 $ 86,160 $ (13,077) (a) $ 73,083  $ 71,832 $ (5,333) (a)$ 66,499 
产品开发 $ 27,353 $ (7,404) (a) $ 19,949  $ 23,862 $ (4,919) (a)$ 18,943 
销售及市场推广 $ 40,048 $ (261) (a) $ 39,787  $ 38,917 $ (10) (a)$ 38,907 
管理费用 $ 18,759 $ (5,412) (a) $ 13,347  $ 9,053 $ (404) (a)$ 8,649 

营业利润 $ 163,907 $ 13,401 $ 177,308  $ 115,380 $ 5,347 $ 120,727 

营业利润率  61%    66%  57%  60% 
           
净利润 $ 144,684 $ 13,401 $ 158,085  $ 107,986 $ 5,347 $ 113,333 

净利润率  54%    59%  53%  56% 

每ADS摊薄净收益 $ 2.81   $ 3.05  $ 2.27 $ 2.39 

用于计算每ADS摊薄净收益的ADS股数  51,526    51,909  47,500   47,500 

 
注释： 
(a) 剔除公允价值法计算的股权激励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