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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回顾 

公司二季度彩票销量达到 20.93 亿人民币，环比增长 98.4%，同比增长 199.1%；净收

入为 1.56 亿人民币，环比增长 73.8%；营业利润为人民币 5950 万人民币，约合美元 960

万，环比增长 87.7%,同比增长 430.6%；净收入为人民币 1.56 亿，比去年同期 5470 万增

长 185.4%，比上季度 8980 万元增长 73.8%；总销量为 20.93 亿，比去年同期 6.99 亿人民

币增长 199.1%，比上季度 10.5 亿增长 98.4%。 

6 月 13 日开始的巴西世界杯为公司本季度带来大幅的销量增长。本季度活跃用户人数

比上季度 114 万人上升了 121%，达到 253 万人；产生的总服务费用 2.21 亿人民币，比去

年同期 7400万增长了 196.9%，比上季度 1.12亿增长了 97.3%，和销量变化分布基本一致。 

本季度营业费用为人民币 9940 万元，同比增长 104.9%，环比增长 64.3%；营业利润

5940 万，同比增长 430.6%，环比增长 87.7%，如果去除期权费用，即非通用会计准则下，

人民币营业利润为 6730 万元，同比增长 480.2%，环比增长 83.9%；净利润为人民币 7540

万，同比增长 544.4%，环比增长 174.2%。 

今年第一季度我们还获得了国家规划布局内的重点软件企业的荣誉。我们的税率在

2013 年、2014 年均为 10%，如果去除期权费用，即非通用会计准则下，净利润为人民币

8300 万元，同比增长 473.8%，环比增长 156.8%，每股盈利在美国会计准则下摊薄和基础

分别为 0.37 美元和 0.34 美元，不包括期权，每股盈利 0.40 美元和 0.372 美元。业绩展望

方面，我们预计下季度销量在 22 亿到 23 亿人民币之间。 

 

提问环节  

问：据说世界杯期间我们网站销售没有淘宝增长快，实际情况是怎样的？ 

答：我们没有淘宝数字，但这种现象是完全有可能的。任何一个线上彩民第一次接触网络彩

票，接触到的可能不是我们，而是淘宝、腾讯等大型门户网站。如果这些客户只停留在“撞

运气”的状态，我们的服务对他们便没有附加值。但如果客户想要提高胜率，想做些研究，

便会有需求寻找提供数据咨询的更专业的平台，才开始与我们提供的服务相契合。世界杯把

互联网在彩民中的渗透过程缩短到了一个月，因此门户网站销量上升速度非常快我们并不怀

疑。但世界杯大潮结束的时候，才能看出留存用户的情况。第三季度销量出来时，大家再做

比较，我前面所讲的逻辑便能得到很好的验证。  

 

答：您提到的专业性的门槛有多高？门户网站能否做到？ 

答：我们曾多次讨论过专业性的定义和内容。首先从前端来看，客户接触到的是我们的服务、

数据和咨询。国内体育比赛的赔率，我们是唯一和国家体彩中心有数据直连的企业，可以保

证最新、最快。关于国外比赛的数据，我们买的是欧洲数据源。世界杯期间我们手机上的数

据直播比中央台的数据直播快 3-5 秒。关于详细的数据，我们对全年的比赛提供 1000 多个

不同的赔率来源。虽然我们只能买自己国家的赔率，但全世界的博彩公司对同一场比赛的概

率如何判断也是非常重要的。从技术角度讲，世界杯期间，我们的投注截止时间基本保持在

比赛开始前 3 分钟。这点其他门户类网站是难以做到的，因为它不能管控自己的出票系统。

越到比赛开始前，信息越充分，专业彩民希望可以有最后一分钟下注的灵活性。从后台来看，

专业性体现在提款速度和领奖速度。我们可以做到垫付奖金，只要赛果一公布，就会将钱送



到客户的虚拟账户账户中，即可进行下一场投注。我不能断言门户类网站永远无法达到，但

我们有十几年的积累基础。 

 

问：请披露一下用户方面的数据，如用户留存时间和流失情况？ 

答：流失率最高的是和第三方渠道的手机网页平台，这部分客户数量很大，但流失率也很高，

我们自己的 PC 平台和 APP 平台的留存率相当高。我们从第三季度开始将公布每一个平台

消费人数，以后每个季度投资者都会看到留存情况。 

 

问：近期有传闻九月份开放单场投注，您如何预期？ 

答：这个事件报道的新闻源是国家体育总局彩票中心竞彩处，我们也听到了类似的消息。原

来玩法主要包括比分的固定赔率，还有“长串”玩法，大家最常玩的是“二串一”，现在可以把

整个玩法改成单关的固定赔率，即只需买一场比赛。其它玩法，如“长串”还是可以玩的，比

分的固定赔率也可以继续。而 4%的返奖率的提高有 2%来自于国家公益基金，2%来自于发

行费。69%的返奖率意味着 100 元进去会有 69 元出来，第二轮是 69 乘以 0.69，这样算下

来，一直到零，流水共有 320 元。如果改成 73%的返奖率，100 元到最后会有 370 元的流

水，增加了不到 20%，即使 2%发行费的降低全部需要我们承担，即我们的佣金从 11%降

到 9%，降低了不到 20%，仅看眼前的结果，两个效果相互抵消。但更重要的是对整个市场

的影响。世界杯期间国家竞彩销量 129 亿，网络数据显示世界杯期间地下赌球规模有 6000

亿，是国家渠道的 50 倍。他们的返奖率在 85%到 88%，返奖率提高 4%可以抢回多大的空

间我们没有办法估计，但之前彩通咨询的一个研究显示市场规模起码会翻倍，仅大家参考。

我们对这件事情持非常乐观的态度。市场规模的正向影响增加远远大于我们可能在佣金上的

损失。 

 

问：单场投注会对用户的购彩行为有什么样的直接影响？ 

答：首先，它让购彩变得简单了。原来若想享受固定赔率需要至少投注两场比赛。但如果客

户只关心其中一场比赛，一定要买另一场就会降低客户用户体验。单场投注会吸引更多的用

户是最显而易见的结果。其次，现行 “二串一”的赔率也能达到 80%以上，如果所有玩“二串

一”的人都去玩单关固定赔率，至少也能达到 81%，再加上这次的 4%，就和香港足球盘十

分接近，可能会带来相当大的量的变化。最后，即使不懂球，只是变成押胜负和平，可以当

成纯粹的数字彩来玩，对用户的投注模式会带来很深的影响，我们最近也在研究相关问题。 

 

问：世界杯以后增长可预见性有多大？ 

答：世界杯 2/3 的时间在六月份，从场次来讲，共有 52 场发生在六月份，12 场在七月份，

我们预测三季度销量会高于二季度，三、四季度会继续成长。从历史来看，2010 年世界杯

对 2011 年来的业绩有很大的贡献。因此明年相对比今年至少会增长 40-50%，这是历史经

验值，接下来从整个市场大趋势来分析，整个彩票市场已实现了每年 20%的增长，今年在

没有世界杯作用下的一月份到五月份相比去年增长了 16%，如果再加上世界杯的作用，今

年增长一定超过 20%。其次网络渗透率会继续提高，现在大概在 10%，其他地区，如香港

在 2012 年就达到了 37%,其他行业，如机票行业去年在 25%以上。综上所护，无论从哪方

面来看，成长空间都是巨大的。 

 

问：提高返奖率等行业性的利好什么时候可以落实？ 

答：官方的消息是八月底、九月初，最终时间表要等财政部批复。我们竞彩的占比达到了

90%，肯定是最大的受益者。 



问：移动网页版是由什么构成？百度移动搜索里的广告效果怎样？ 

答：移动网页版最主要是和支付宝的合作。我们一般不披露每个渠道的效果，但可以简单计

算一下，把这个季度的所有抵减项和营销费用加在一起大约是 1.15 亿，这个季度所有获得

的新用户，大约 210 万左右，每个用户的平均成本是 53 元，这个季度所有新用户的平均消

费是 500 元，即所有新用户费用在当季就已经收回。 

 

问：我们在美国开了一家分公司是要开拓美国的市场么？ 

答：有两个目的，我们除了想在彩票领域做，还想在游戏领域做一些拓展。游戏领域跟我们

最直接相关的是类博彩性游戏。比如我们这次开的疯狂猜球在国外是一个彩种，在国内我们

只能以游戏的形式展现，但效果很好。我们这个季度投了一家基金，由斯坦福大学一知名的

华裔教授，诺贝尔奖得主创办。我们成为这只基金的 LP，他们的项目会像 LP 通报，我们

可以由此拓宽眼界。另一方面，美国线上博彩行业刚刚开放，我们会密切关注。但对开拓一

个新的市场我们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 

 

问：中国民间博彩量如何？将来我们通过游戏线上博彩的技术难度和法律方面障碍大概有

哪些？ 

答：如果是赌场类型，在我国体制下短期内不可能达到。彩票的形式已经在做。我们不久前

与香港马会做了交流，香港去年市场规模跑马有 900 亿，足球 600 亿，乐透 300 亿，加一

起有 1800 亿港币，1500 亿人民币，相当于中国去年市场规模一半。其中，80%投注来自

于香港本地，少数来自东南亚。然而中国大陆人口有 15 亿，香港只有 1000 万，存在着 150

倍的差距，已经不能用GDP来解释，差距最主要来源于赔率上的区别。香港赔率大约为85%，

我们最高可以达到 69%，这是最根本的区别。如果中国也采用相同的赔率，他们计算得出

的数字是两万亿，这个规模与中国地下大陆赌球市场基本吻合。从两个不同渠道都可以一定

程度上印证大概规模。 

 

问：有博彩的游戏、没有博彩的游戏和真正线上博彩之间如何界定？ 

答：是否是博彩，最简单的判断规则是有没有金钱交易。游戏行业会有金钱的流入，但按照

规定不能有流出。这是游戏和赌博的区别。而类博彩的游戏要看是否是博彩公司在开。如竞

猜一个比赛的结果通常都是博彩公司来开，没有游戏公司在做，这就可以说是一个类博彩的

游戏。 

 

问：行业内有不同的声音说互联网和移动的牌照是分开的，我们是否只有 PC 的牌照？ 

答：我们有互联网的许可，没有人解释过什么叫互联网。但从工信部的定义，所有有数据通

道的都叫互联网。如果大家承认 PC 端是互联网，而 Ipad 端又显然不是手机，因此也是互

联网，但 Ipad 和大屏手机的界限无法准确画出。定义上来看只要有数据通道的都叫互联网，

我们拿到批文时也和财政部明确过。2011 年出台了手机售彩暂行管理办法，把电话售彩定

义为固化、手机类语音和短信投注。今年把“暂行”二字去掉，并扩大了范围，加上了手机

APP，理论上说谁拿到这个批文，就可以从事手机销售彩票。每个省会选择三个合作伙伴，

在省内通过手机销售福利彩票，这是上半年关于手机售彩政策的发展。我们在多个省都提交

了申请，都需要财政部批准，而不是简单的和某个省签订协议。 

 

问 ：请披露一下不同彩种流水占比？竞彩类在世界杯期间销售占比有多少？ 

答：本季度按彩种来分，20.9 亿销量中，竞彩类 18.5 亿，高频类 1.83 亿，数字彩只有 5000

多万，所以 90%是竞彩类。世界杯对第二季度增量的贡献在 5-6 亿。 



问：在竞彩中区分，传统足彩占比多大？冠亚军猜对销售额的贡献有多少？ 

答：通常情况，单场下注与竞彩足球比例在 1：10 左右，世界杯期间达到 1：6-1：7，这是

世界杯期间小白用户的影响，因为单场下注比较容易。 

 

问：未来合买未来的趋势会怎样？游戏发展情况怎么样？ 

答：未来的趋势会下降，一季度大约占 10%左右。游戏不会成为我们主导收入。因为首先

要考虑用户属性，用户即使既买彩票也玩游戏，也不一定会选择我们的平台。只有与用户属

性相贴切的游戏类型才会有比较好的效果。 

 

问：世界杯期间竞彩互联网渗透率有 70%，您对这个数据如何评论？ 

答：竞彩互联网的渗透率应该会很高，但具体数字不明，我认为超越 50%完全有可能。 

 

问：我们竞彩销售额在行业中的占比一直是上升的，您认为这个趋势可以保持多久？ 

答：我们可以争夺更多的市场份额，即使和市场增速持平对投资者也是不错的回报。概括来

讲，我们之前强调的是专业性，今年我们加上了娱乐和社交的属性，希望能吸引更多非专业

的“小白”用户。 

 

问：我们世界杯期间销售额增量没有淘宝、网易好，但如果我们超越了市场的增速，是否

可以说行业集中度逐渐提升？ 

答：世界杯把一个长期过程集中到一个月发生。用户有一个转化的过程，第一次接触到世界

杯、线上彩票，一定选择最近的平台，但只要客户开始有更多追求，便会寻找更专业的平台，

这才是我们真正获取用户的时机。我们获取的用户，享受了我们的服务后，不会再转回去淘

宝等门户类网站，我们的逻辑没有变化。 

 

问：世界杯期间我们的下注量高于新浪、网易，是否说明的留存率更高？ 

答：现在世界杯结束后，日均交易大约是世界杯前的一倍，也就是说去除了世界杯的影响，

用户的基数、交易量,留存率在世界杯后也上了一个台阶。 

 

问：世界杯下注期间部分彩种赔率是固定的，国外的赔率也是固定的吗？ 

答：竞彩“二串一”等玩法是固定的，其他彩种也有浮动赔率，大趋势向固定赔率玩法迈进。

每一个单场不能保证不亏欠，但设定赔率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所有的因素，从比较长的时间

是比较稳定的。而且我国赔率是 69%，基本不可能亏钱。国外的赔率基本都是固定的。 

 

问：根据用户结构，10%的用户贡献了 90%的流水，长远来看这部分用户留存率怎样？ 

答：非常高，在 60%以上。假如核心用户一年有几千元的消费，VIP 用户每年有 5 万以上

的消费，按照 69%的返奖率，VIP 用户一年会支出一万元左右的现金。再分细一点，一个

月 1000 元左右。城市白领 1000 元左右的娱乐消费完全是一个可以长期持续的过程。关于

客户集中度，美国彩票行业是典型的二八原则，买彩票最多的人群是在七万五到五十万的人

群是最多的，从其他国家来看也是这个规律。 

 

问：留存三年以上用户的比率有多少？ 

答：2012 年我们有一次停售，但按照之前的数据，三年留存用户在 30%左右，留存用户的

消费值也是在不断增长的。 

问：小白用户转换成核心用户的比例有多少？ 



答：这个比率不是很高。一个大客户来的时候就会展现出不同的属性，转化并不是很多。很

少有人在我们这里慢慢培养成专业客户。 

 

问：国家放开牌照的可能性有多大？ 

答：未来肯定会发更多的批文，但我们不认为会有所谓的放开。从世界各国来看，彩票都是

监管比较多的行业。 

 

问：前一段时间和中国移动积分商城的合作情况能否介绍一下？第一期签了九千万？ 

答：任何一个中国移动的用户都可以用在中国移动的积分去兑换彩票，中国移动会给客户一

个移动串码，客户会在我们网站领取购彩金。我们还在优化这个过程，但中国移动有一些固

有的做法。我们会先开盘再优化。中国移动有一个限额，用完了可以再申请，应该是和他们

的审批权限有关。 

 

问：公司目前的佣金稳定在 11%左右，是否包括线下的印刷费？如果国家要求下调佣金，

底线是什么水平？ 

答：线下渠道也不涉及印刷费，佣金大约 8%，其余是推广费。现在可以看到的是国家由于

返奖率的问题可能会要求我们会下调 2%，是否有其他变化还不确定。但返奖率的提高，市

场规模的提升要大于我们在佣金上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