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時發佈

雷蛇公布 年全年業績

收益創新高 增長達三年來最高

服務業務收益錄得近四倍增長

虧損淨額大幅收窄

 集團收益升至歷史新高，達 百萬美元，按年增長達 ，是三年以來最高

 集團虧損淨額按年大幅收窄 至 百萬美元

 硬件

 收益按年增長 至約 百萬美元

 軟件

 截至 年 月 日，總用戶人數按年增加 至約 千萬名

 服務

 服務業務收益錄得近四倍增長，達到 百萬美元 ，實現首次公開發售所提出的生態系統願景。

該業務分別佔本集團收益及毛利約 及

 新增長動力業務

 手機遊戲：創立全新類別以遊戲為主的智能手機。持續投資手機遊戲軟件，將手機遊戲帶到更高層

次。於手機遊戲行業建立合作夥伴關係

 ：東南亞最大的線上線下電子支付網絡之一，於 年產生 億美元的總付款價值

（香港， 年 月 日）－全球領先的玩家生活潮流品牌雷蛇（「雷蛇」或「公司」，港交所股份代號︰ ）

今天公佈其截至 年 月 日止年度全年業績。

雷蛇聯合創辦人兼行政總裁陳民亮評論年度業績時表示：

「隨著電競逐漸步入主流， 年是遊戲行業又一精彩發展的一年。對於全球領先的玩家生活潮流品牌雷蛇而言，

年亦是重要的一年。憑著我們結合硬件、軟件及服務的獨特一體化生態系統，我們為玩家推出創新且成為行

業典範的硬件產品、提供更多軟件產品，並且於服務業務顯著增長。」

年業務亮點

於 年，雷蛇擴張業務規模的努力已見成效，業務基礎持續穩建並展現強勁增長。公司收益升至歷史新高，達

到 百萬美元，增長率 亦是三年以來最快。服務業務的收益錄得近四倍增長，達 百萬美元 ，分別

佔本集團收益及毛利約 及 ，實現首次公開發售所提出的生態系統願景。虧損淨額按年大幅收窄 至

百萬美元。總值 億美元的遊戲市場充滿機遇，而雷蛇是唯一包羅個人電腦、遊戲主機及手機，並擁有硬

件、軟件及服務的一體化生態系統的公司，具備能力在這個巨大的市場中在各方面進佔有利位置。

包括 虛擬信用積分及



 

 

硬件－收益按年增長

雷蛇的硬件業務各方面於 年皆實現穩健增長，收益按年上升 。雷蛇具備獨特能力，可推出創新、成為

行業典範且屢獲殊榮的產品，使公司處於業界尖端。雷蛇在最近在拉斯維加斯舉行、全球最大型科技盛會 年

消費電子展中榮獲多項殊榮，包括：

 －作為持續擴展生態系統的一部分，雷蛇正式涉足遊戲屏幕領域；

 －世界上第一款與微軟 合作的無線鍵盤及鼠標，為遊戲主機及起居室

帶來了遊戲綜合燈效及其他獨一無二的功能；及

 靈刃 進階機型－獲得 及今日美國 等主流評論譽為最佳遊戲手提電腦。

周邊設備

雷蛇在美國、歐洲及中國的遊戲周邊設備市場保持領先地位。受到遊戲主機、音效裝置、鍵盤及鼠標等關鍵類別的

大量增長所推動，公司的周邊設備業務的年度增速繼續加快，且收益創三年新高，按年增長 至 百萬美

元，毛利率為 。由於雷蛇持續拓展各類別的市場份額領先地位，公司預期毛利率於 年將繼續改善，且

維持穩定於三成的水平。

電腦系統

儘管芯片組的生產延誤和其後的短缺限制了整個行業的增長，雷蛇的電腦系統業務仍然可錄得顯著的增長，收益按

年上升 至 百萬美元。 年下半年更尤其強勁，而雷蛇的電腦系統業務的收益按年增長 ，毛利

率達 。自 靈刃系列更新版於 年 月中推出以來，公司在美國以外地區的電腦系統業務發展

方面取得良好進展，在歐洲及亞太區均獲得了更多市場份額。雷蛇於中國作首次的手提電腦全球發佈，並透過與京

東 建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在擴大市場佔有率方面取得重大進展。整體而言，雷蛇的電腦系統業務根基穩

固，可進一步捕捉在美國市場外的其他渠道擴大和擴張業務的增長機會。

最近，雷蛇配備最新型 顯示卡的 靈刃 受到熱烈歡迎，並獲得 給予 滿分評分

以及「編輯精選」獎項，更加自推出以來即在 上奪得配備 顯示卡遊戲手提電腦的暢銷榜第一位。

軟件－用戶按年增長 至 千萬名

雷蛇的軟件業務顯著擴大，截至 年 月 日，總用戶人數按年增加 至約 千萬名。增長乃主要由雷

蛇獲獎無數的專利 燈光軟件 幻彩及雷蛇的物聯網平台 雷雲所推動。

為了讓更多第三方品牌加入雷蛇生態系統， 幻彩連接設備計劃在 年 月推出，並成為眾多其他

硬件品牌及注重開發玩家潛在市場範圍的企業之首選軟件平台，與 、 、 及 等 名第三方夥

伴合作，令超過 款設備可使用支援 幻彩的 個遊戲及應用程式，包括近期大受歡迎的熱門作

品《 英雄》。除遊戲設備外， 幻彩亦與中國電動車製造商零跑汽車討論合作，為零跑汽車即將

推出的汽車帶來環境燈光效果，為用戶創造沉浸式生活體驗。

雷蛇與 獨一無二的整合令玩家可於遊戲硬件上使用語音控制。用戶可透過其雷蛇耳機及麥克風說話

並控制兼容的設備。例如， 幻彩具有與雷蛇鼠標、鍵盤、耳機及其他可透過 語音控制的硬件同

步的遊戲內燈光功能。 與 雷雲物聯網平台亦以類似的方式整合，讓雷蛇用戶使用支援麥克風

的雷蛇產品聲控周遭的飛利浦 燈光系統，同時操控數以萬計的其他功能。利用 幻彩連接模組，

可透過包括個人電腦機箱、主板和散熱風扇等第三方硬件設備為用戶帶來統一的 幻彩燈光體驗。

繼雷蛇的創新技術 超感技術將觸覺技術整合到雷蛇的耳機中並且大獲好評後，其後公司透過推

出一個互相連接的生態系統進一步擴大該平台，為用戶提供環繞全身、由鼠標直至鍵盤腕托及椅子的智能觸感體

驗。與 幻彩的技術一樣，通過遊戲開發商預先針對特定遊戲事件、音頻信號和遊戲機制進行整合，

並隨之呈現高度還原、自然逼真的觸覺反饋， 超感技術可帶來更出色、更沉浸的遊戲體驗。與傳



 

 

統的觸感設備相比， 超感技術可再現更多種類的振動，使用戶可獲得更自然和逼真的反饋。

服務－收益增至四倍，貢獻毛利

雷蛇持續拓展服務業務，實現於首次公開發售所提出的生態系統願景。於 年，業務收益增加 至

百萬美元，毛利率為 。業務貢獻本集團整體毛利約 。

虛擬信用積分為全球最大的遊戲及電子娛樂虛擬信用積分平台之一。截至 年 月 日，該平台

擁有超過 萬個錢包，按年增加 ，令玩家可以隨時玩超過 家發行商推出的逾 款出色遊戲。

於年內，雷蛇繼續鞏固其作為希望進一步拓展新興市場的遊戲及娛樂公司的首選合作夥伴地位。雷蛇超過 萬

個實體分銷點的廣泛網絡，可大大幫助該等公司變現收益，特別是信用卡普及率較低的新興東南亞經濟市場。

隨著雷蛇為 虛擬信用積分平台引入多款全球領先的遊戲產品及公司（包括 及

），該業務取得空前成功。雷蛇與該等夥伴緊密合作，為玩家提供一系列獨家和度身訂造的優惠，成為雷蛇參

與於玩家社群及與內容合作夥伴接觸的獨特途徑。

本年較早期間，雷蛇公佈與 的全球合作夥伴關係，以將雷蛇的 虛擬信用積分帶到

的遊戲，包括暢銷遊戲《終結者 ：審判日》的電腦版及手機版。

新增長動力業務

手機遊戲

數年前，雷蛇發現手機遊戲富有潛力，並推出雷蛇手機，並在智能手機行業之中創立了電競手機的全新類別。繼

年第一代雷蛇手機取得巨大成功後，雷蛇繼續突破界限，於 年 月推出具真正擁有獨步行業的手遊表

現，配合各種頂級功能的 。

由於電競手機類別已確立，雷蛇相信如今是時候將手機遊戲帶到更高層次。雷蛇將資源分配到手機遊戲軟件領域，

目標為提供沉浸式探索體驗及娛樂，使雷蛇能捕捉手機遊戲行業的龐大機遇。

就投資於手機遊戲軟件而言，雷蛇早期的努力已漸見成果。

雷遊手機版自 年 月推出以來，初期反應熱烈，獲手機玩家給予正面評價，很多玩家樂於在

「最近」欄目啟動遊戲，月平均啟動遊戲數目表現強勁，而放在「精選」標籤欄目的遊戲亦錄得高轉化率，月平均

啟動遊戲數目同樣勢頭良好。對於雷蛇手機軟件策略所帶來的初步成果，公司感到鼓舞，更會嘗試增添新功能、拓

展用戶群及刺激用戶活動，為尋求未來變現機會建立基礎。

再者，雷蛇與多間領先手機遊戲公司定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預期不久後將公佈更多合作夥伴。

雷蛇欣然宣佈與騰訊在手機遊戲方面合作，致力將手機遊戲體驗提升至又一高峰。兩公司將投入各自的專長，務求

令手機遊戲在硬件、軟件和服務各個範疇再次突破界限，為全球 億活躍手機遊戲玩家 帶來極致娛樂體驗。

雷蛇相信於過往數年在手機遊戲領域的投資，已為雷蛇奠定穩固基礎，保持市場領導地位。雷蛇於手機硬件的投資

在 年已達頂峰，雷蛇將繼續投資手機遊戲軟件及服務。

－東南亞最大的線上線下電子支付網絡之一

目前是東南亞最大的線上線下電子支付網絡之一。雷蛇的線上支付網關提供超過 個支付選項，並於

東南亞地區支援眾多家喻戶曉的商戶，包括 、 及 。我們目前正在透過 及星巴克等零售點控

制超過 百萬個實體支付點，其提供現金櫃檯服務（包括賬單支付、電訊公司加額等）及分銷第三方銷售點終端激

活 卡。



 

 

雷蛇主要針對身為數位原生代的年輕一代和千禧世代，他們是新科技的早期使用者及頻繁用戶，因此雷蛇亦推出功

能全面的 電子錢包應用程式，配合各種生活使用需求及場景。於 年，付款總值超過 億美元。

於馬來西亞，雷蛇於 年 月為年輕一代和千禧世代推出 電子錢包應用程式，於首八天有

名用戶註冊。最近，我們為 升級，增設主要新功能，如應用程式內優惠券、即時通訊及提升電子錢包體

驗。

於新加坡，雷蛇最近推出 電子錢包試用版，並預期於 年上半年全面推出市場。

除於馬來西亞及新加坡的 外，雷蛇計劃於未來數月在東南亞其他地區推出 。

－引領沉浸式數碼娛樂體驗

除了在遊戲方面實現令人振奮的發展外，雷蛇的附属公司 與中國創新型市場領先線上娛樂服務愛奇藝合作，

並於廣東省中山推出首個 認證的線下「娛刻」點播影院。此一標誌性的合作夥伴關係突出了 在零售空間

持續演化為數碼娛樂綜合體的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此外，雷蛇在 影鮫終極版無線遊戲耳機中加入 的空間音效技術。 的空間音效技術在

所有支援 環繞聲道的內容上提供自然逼真的位置環繞聲，搭載雷蛇產生觸覺反饋的智能觸感技術

超感技術，為遊戲、電影及音樂帶來更深入的沉浸式體驗。

雷蛇－電競先驅及領先品牌

隨著電競行業繼續快速發展，收益預期將會在 年達到 億美元 。由於需求和興趣不斷增加，全球的電競觀

眾預期將於 年增至 億人 。

多年來，憑藉雷蛇忠實的用戶群、活躍的社交媒體及病毒式營銷策略，雷蛇的品牌已成為電競中最受認可的品牌之

一。於 年，雷蛇繼續在進一步提升雷蛇在電競中的領導地位方面取得重大進展。

電競逐漸發展為主流體育賽事，而雷蛇身為全球領先的電競品牌，能夠率領行業發展及增長，我們深感自豪。亞洲

擁有全球近一半的電競觀眾， 年第 屆東南亞運動會亦宣布，電競將歷史性首次成為獎牌項目，而雷蛇將擔

任 年東南亞運動會的大會電競合作夥伴，以支持此標誌性活動。

前景

電競將成逐步成為娛樂行業的主流。根據行業研究 ，預期東南亞會於 年大幅增長，而且擁有全世界增長最

快的電競觀眾，該地區將非常值得關注。

東南亞已成為全球其中一個擁有最多及最投入電競觀眾的地區，加上電競成為 年東南亞運動會的獎牌項目以

及新的聯賽和錦標賽湧現，將有助進一步推動電競發展。憑藉雷蛇領先的品牌地位、內容中立模式及以玩家為中心

的硬件、軟件及服務的生態系統，雷蛇正處於受惠於行業增長的最佳位置。

年初，雷蛇再次確認拓展東南亞地區的願景。雷蛇幸得新加坡財政部長王瑞傑先生出席儀式，慶祝即將在新

加坡啟用的東南亞總部。新建的東南亞總部亦將成為雷蛇兩個全球總部之一，預期於 年中前啟用，容納超過

名僱員。雷蛇亦獲馬來西亞財政部長林冠英先生以及馬來西亞青年及體育部部長賽沙迪·賽阿都拉曼先生

出席活動，慶祝雷蛇於馬來西亞正式開幕的全新國家總部。該新建的總部鞏固

馬來西亞作為雷蛇於金融科技創新區域、電競精英及人才發展中心的地位。



 

 

年的全年展望方面，陳民亮表示：

「對於雷蛇而言， 年亦將會是令人振奮的一年。我們很高興見證最近推出的《 英雄》等 級新遊戲空前

成功，相信將會進一步推動行業增長，以及雷蛇平台可為全球玩家帶來的眾多獨特合作項目。在 年全年實現三

年以來最高收益增長後，我們預期可保持此強勁增長。我們將繼續拓展高利潤的服務業務。我們亦預期集團層面的

毛利率將有所改善，營運槓桿將得以加強，讓公司營運能力繼續提升。」

集團－高增長。拓展服務。致力提升集團營運能力。

硬件業務方面，雷蛇預期周邊設備業務將維持強勁的收益增長，毛利率於 年繼續改善，並維持於約三成的水

平。雷蛇自年初起已見改善跡象。

同時，隨著雷蛇持續擴大區域業務，預計雷蛇的電腦系統業務將保持強勁增長趨勢，同時在 年之上改善毛利

率。

軟件業務方面，雷蛇進一步吸納全球玩家的措施漸漸取得成功。雷蛇計劃於 年進一步加快用戶群及用戶活躍

度的增長速度，為額外變現機會創造空間。

服務業務方面，雷蛇預期 虛擬信用積分業務於 年將繼續增添新內容和新渠道，並且繼續拓展。

增長業務－新機遇。積極投資。

雷蛇正式創立電競手機，成為全新類別的智能手機。雷蛇相信過往數年在手機遊戲領域的投資，已為雷蛇奠定穩固

基礎，保持市場領導地位。由於雷蛇將手機遊戲從硬件發展至合作夥伴關係及軟件平台，雷蛇相信公司於手機硬件

的投資在 年已達頂峰，未來會繼續專注於手機軟件及服務。

雷蛇預期 大幅擴展到多個地區，而且總付款價值將進一步增加。 於 年年初發展強勁，

電子錢包於馬來西亞推出升級版，於新加坡推出限量試用版 電子錢包並於 年上半年全面推出公

眾市場，以及推行全新而令人雀躍的支付合作關係。

全球遊戲市場報告

有關其他詳細信息，請參閱 網站 ，或通過掃描以下二維碼追踪公司的微信官方賬號：



 

 

關於 （雷蛇）：

（雷蛇）是全球領先的玩家生活潮流品牌。

三頭蛇商標在全球遊戲和電競社區中是最廣為人知的標誌之一。 的粉絲遍佈於各大洲，公司已成功設計

及打造了全球最大規模、以玩家為主的硬件、軟件和服務生態系統。

屢獲殊榮的 硬件產品包括高性能個人電腦與遊戲主機的外置產品、 靈刃系列遊戲筆記本電腦以及

。 的軟件平台擁有約 萬名註冊用戶，其中包括物聯網平台 雷雲、 燈光技

術系統 以及遊戲優化及啟動程式 雷遊。 的服務包括 虛擬信用積分服務，

是全球最大的虛擬信用積分分銷網絡之一。 是專為年輕人及千禧一代而設的電子錢包。

（股份代號 ）創立於 年，雙總部分別設於三藩市及新加坡，在全球各地擁有 個辦事處，在美國、

歐洲和中國被譽為領先的遊戲品牌，並已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主板上市。

如有垂詢：

投資者及媒體 

英思宇公關

直線： 直線：

手機： 手機：

電郵： 電郵：

前瞻性陳述

本新聞稿載有基於現有計劃、估計與預測作出的前瞻性陳述及意見，因此涉及風險及不明朗因素。實際業績可能與

該等前瞻性陳述及意見中論及的預期表現有重大差異。本集團、各董事、本集團僱員、代理及顧問概不承擔更正或

更新本新聞稿所載前瞻性陳述或意見的任何義務；及因任何前瞻性陳述或意見不能實現或變成不正確而引致的任

何責任。

「始於玩家，賦予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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