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稿
2019 年 11 月 20 日，北京

网易公司公布 2019 年第三季度未经审计财务业绩

网易（NASDAQ: NTES）今天宣布了截止到 2019 年 9 月 30 日的第三季度未经审计财务业绩。

2019 年第三季度主要财务业绩：
•

净收入为 146.36 亿元人民币（20.48 亿美元），同比增加 11.2%。其中：
•

在线游戏服务净收入为 115.35 亿元人民币（16.14 亿美元），同比增加 11.5%；

•

有道净收入为 3.46 亿元人民币（4,839 万美元），同比增加 98.4%；

•

创新及其他业务净收入为 27.55 亿元人民币（3.85 亿美元），同比增加 4.5%。

•

毛利润为 78.70 亿元人民币（11.01 亿美元），同比增加 8.9%。

•

营业费用为 45.36 亿元人民币（6.35 亿美元），同比下降 3.3%。

•

归属于网易公司股东的持续经营净利润为 128.85 亿元人民币（18.03 亿美元）；基于非
美国通用会计准则，归属于网易公司股东的持续经营净利润为 47.26 亿元人民币（6.61
亿美元）。

•

每股美国存托凭证持续经营净利润为 13.97 美元（基本）；基于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
每股美国存托凭证持续经营净利润为 5.12 美元（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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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三季度和近期运营要点：
•

在国内市场推出一系列手游，包括：
《量子特攻》、
《轩辕剑龙舞云山》和《花与剑》等。

•

进一步提升网易游戏的全球影响力：

•

•

《荒野行动》在日本人气不减，8、9 和 10 月多次登顶日本 iOS 畅销榜。

•

《第五人格》于 9 月首次登顶日本 iOS 畅销榜。

在中国大陆发布了代理自暴雪娱乐的《魔兽世界》经典怀旧服，备受欢迎。该游戏在中
国的收入和付费用户数均实现了同比和环比增加。

•

继续丰富游戏产品线，即将推出的手游包括：《梦幻西游三维版》、
《阴阳师：百闻牌》、
《漫威超级战争》、《阴阳师：妖怪屋》、《哈利波特：魔法觉醒》、《星战前夜：无
烬星河》、《倩女幽魂隐世录》、《暗黑破坏神：不朽》和《宝可梦大探险》等。

•

与阿里巴巴集团达成战略合作，阿里巴巴全资收购了考拉业务。

•

网易云音乐与阿里巴巴和云峰基金达成协议，将获其共计约 7 亿美元的融资。

•

今年 10 月，有道完成纽交所挂牌上市 (NYSE: DAO)。

“本季度对于网易而言意义非凡。我们的业绩实现了稳健增长，各业务线持续为股东创造价值。
净收入同比增长约 11%，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下归属于股东的持续经营净利润同比增长约 74%。
网易公司董事会已批准了三季度的股利，为每股美国存托凭证 7.59 美元。”网易公司首席执行
官兼董事丁磊先生说，
“网易特别关注游戏、在线教育、音乐和自有品牌电商等业务的发展。随
着有道的成功上市，我们会在学习工具、在线课程和智能硬件等方面继续投入，帮助广大中国
用户不断提高学习效率。”
“在诸多业务板块中，在线游戏业务一直是我们的重中之重。依托于现有游戏的稳健表现和新
游戏在国内外市场的持续推出，在线游戏的业绩稳步提高。我们的旗舰产品《梦幻西游》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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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季度流水创下新高。随着国际化战略的深入推进，多款热门游戏打入国际市场，特别是
《荒野行动》、
《第五人格》和《明日之后》，在日本市场广受好评。放眼未来，我们仍会聚焦于
在线游戏的全球化发展，并致力于在教育、音乐和电商等其他领域创造更多价值。”丁磊先生总
结道。

2019 年第三季度财务业绩分析
净收入
2019 年第三季度净收入为 146.36 亿元人民币（20.48 亿美元），上一季度和去年同期分别为
144.48 亿元人民币和 131.60 亿元人民币。
2019 年第三季度在线游戏服务净收入为 115.35 亿元人民币（16.14 亿美元），上一季度和去年
同期分别为 114.33 亿元人民币和 103.48 亿元人民币。本季度，来自于手游的净收入占在线游
戏服务净收入的 71.0%，上一季度和去年同期该占比分别为 72.2%和 68.0%。
2019 年第三季度有道净收入为 3.46 亿元人民币（4,839 万美元），上一季度和去年同期分别为
3.23 亿元人民币和 1.74 亿元人民币。
2019 年第三季度创新及其他业务净收入为 27.55 亿元人民币（3.85 亿美元），上一季度和去年
同期分别为 26.92 亿元人民币和 26.37 亿元人民币。

毛利润
2019 年第三季度毛利润为 78.70 亿元人民币（11.01 亿美元），上一季度和去年同期分别为 77.37
亿元人民币和 72.24 亿元人民币。
在线游戏服务毛利环比增长主要是由于某些端游净收入上涨。在线游戏服务毛利同比增长主要
是得益于手游的收入增长，如《明日之后》、《率土之滨》和《第五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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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毛利同比增长主要是由于付费用户增加带来的在线教育相关净收入的增长。
创新及其他业务毛利同比下降主要由于宏观经济环境导致广告业务收入下降，且员工成本及内
容采购支出上涨。

毛利率
2019 年第三季度在线游戏服务的毛利率为 63.8%，上一季度和去年同期分别为 63.1%和 65.1%。
在线游戏服务毛利率同比下降主要是由于本季度毛利率相对较低的手游收入占比增加所致。
2019 年第三季度有道业务的毛利率为 25.8%，上一季度和去年同期分别为 32.9%和 23.3%。有
道业务毛利率环比下降主要由于其广告业务的毛利率下降。
2019 年第三季度创新及其他业务的毛利率为 15.2%，上一季度和去年同期毛利率分别为 15.5%
和 17.0%。创新及其他业务毛利率同比下降主要由于宏观经济环境导致广告业务收入下降，且
员工成本及内容采购支出上涨。

营业费用
2019 年第三季度营业费用为 45.36 亿元人民币（6.35 亿美元），上一季度和去年同期分别为 40.12
亿元人民币和 46.89 亿元人民币。营业费用的环比上涨主要是由于在线游戏服务及有道相关的
市场推广费用的增加以及人员成本上升。营业费用的同比下降主要是由于在线游戏业务的市场
推广费用下降。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主要包含投资损益、利息收入、净汇兑收益和其他等。其他收入环比和同比增加，主
要是由于处置考拉的收益以及投资收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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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
2019 年第三季度所得税费用为 11.17 亿元人民币（1.56 亿美元），上一季度和去年同期分别为
6.84 亿元人民币和 8.43 亿元人民币。2019 年第三季度有效税率为 8.0%，上一季度和去年同期
分别为 16.7%和 28.8%。有效税率反映了集团对每个季度适用的税务义务和权利的估计。本季
度的税率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如确认了某些税收返还等。

净利润和基于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净利润
2019 年第三季度归属于网易公司股东持续经营净利润为 128.85 亿元人民币（18.03 亿美元），
上一季度和去年同期分别为 33.54 亿元人民币和 20.63 亿元人民币。基于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
2019 年第三季度归属于网易公司股东持续经营净利润为 47.26 亿元人民币（6.61 亿美元），上
一季度和去年同期分别为 39.21 亿元人民币和 27.12 亿元人民币。

2019 年第三季度每股美国存托凭证持续经营净利润为 13.97 美元（基本）和 13.85 元（摊薄），
上一季度为 3.64 美元（基本）和 3.61 美元（摊薄），去年同期为 2.25 美元（基本）和 2.24 美元
（摊薄）。基于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2019 年第三季度每股美国存托凭证持续经营净利润为 5.12
美元（基本）和 5.08 美元（摊薄），上一季度为 4.26 美元（基本）和 4.22 美元（摊薄），去年
同期 2.95 美元（基本）和 2.94 美元（摊薄）。

季度股利
2019 年第三季度每股美国存托凭证净利润为 13.80 美元（基本）。董事会批准了 2019 年第三
季度股利，为每股美国存托凭证 7.59 美元，其中，常规股利为每股美国存托凭证 4.14 美元，
约为归属于网易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30%；特殊股利为每股美国存托凭证 3.45 美元。本季度股
利总额共计约 10 亿美金，预期于 2019 年 12 月 13 日支付给 2019 年 12 月 6 日休市后登记在册
的全体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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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二季度股利为每股美国存托凭证 1.04 美元，已于 2019 年 8 月 30 日支付。
根据董事会批准的股利政策，从 2019 年二季度起，季度股利约为每财务季度税后净利润的 20%30%。每季度股利的发放及具体金额由董事会全权决定，将以网易公司的运营和盈利情况、现
金流量、财务状况及其他相关因素为基础。

其他信息
2019 年 9 月 30 日，网易公司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定期存款和短期投资共计 614.32 亿元人民币
（85.95 亿美元），截止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为 496.64 亿元人民币。2019 年第三季度持续经营
的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入为 38.46 亿元人民币（5.38 亿美元），上一季度为 49.28 亿元人民币，去
年同期为 44.92 亿元人民币。

股份回购/购买计划
2018 年 11 月 14 日，网易公司宣布其董事会批准了一项股份回购计划，从 2018 年 11 月 16 日
开始，将在不超过 12 个月的期限内，回购总金额不超过 10 亿美元流通在外的美国存托凭证。
截止到 2019 年 11 月 15 日，该计划的最后一天，已回购 1,000 余股美国存托凭证。
网易公司今日宣布，其董事会批准了一项股份购买计划，即从 2019 年 11 月 25 日开始，将按
照 SEC 相关规定在不超过 12 个月的期限内，回购总金额不超过 2,000 万美元流通在外的有道
美国存托凭证。

** 此新闻稿中所列美元数字仅为便于阅读。美元与人民币的换算基础为美国联邦储备银行
H.10 统计公布的 2019 年 9 月最后一个交易日（2019 年 9 月 30 日）人民币中午买入汇率，即：
1 美元=7.1477 元人民币。无正式陈述说明人民币已经或者可能以 2019 年 9 月 30 日的汇率或任
何其他特定日期的汇率折算成美元。本新闻稿中的百分比是在人民币基础上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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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信息披露的变化
网易公司目前披露的分部信息为：在线游戏服务、有道和创新及其他业务，并对比较数据的列
报做了同一口径的追溯调整。该披露与公司经营决策机构利用财务信息分配资源和评价业绩的
口径是一致的。

主要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
2016 年 2 月，FASB 发布了“租赁”修订准则 ASU 2016-02，要求承租人在资产负债表中确认
经营和融资租赁负债以及相应的使用权资产，并增强对相关租赁安排产生的现金流量的金额、
时间和不确定性的披露。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网易公司采用简易追溯调整法实行新租赁准
则，并未重述比较期间。截至 2019 年 1 月 1 日，剔除出售考拉的影响后，在合并资产负债表
中确认的经营租赁相关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约为 5.77 亿元人民币。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
在合并资产负债表中确认的经营租赁相关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分别为 4.41 亿元人民币和
4.50 亿元人民币。上述使用权资产包含在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其他长期资产中，上述租赁负债按
其付款条款分别包含在合并资产负债表的计提债项及其他应付款和其他长期应付账款中。除上
述情况外，新租赁准则的实行，不会对网易公司合并报表的净资产产生重大影响。

电话会议
网易公司管理层将于美国东部时间 2019 年 11 月 20 日星期三下午 9 时（北京/香港时间 2019 年
11 月 21 日星期四早上 10 时）召开电话会议，网易公司管理层将在电话会议中讨论季度财务和
运营状况并回答问题。
有意参加者请在会议开始前 10-15 分钟拨打 1-929-477-0402（会议 ID：7150397）。电话会议重
播保留至美国东部时间 2019 年 12 月 4 日，电话号码 1-719-457-0820，密码为：7150397 #。同
时网易公司网站投资者关系栏目 http://ir.netease.com 将保存本次财报发布的网上直播实况 12 个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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