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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1



随着10多年行业经验的积累，OffGamers已成为MMORPG全球经销商中的佼佼者，为来自亚洲，欧洲，美洲和中

东地区的客户提供全天候服务。OffGamers支持超过3000款游戏储值，并为全球400多万用户提供便利。此外，

OffGamers还支持200多种本地支付网关，最大限度地提高我们合作伙伴在全球的覆盖范围。

公司全称  : OffGamers集团公司
成立日期 : 2004年6月30日
创始人   : Ken Chee, Stanley Chee和Leonard Chee
总部位置  : 新加坡

其他办事处  : 马来西亚

员工人数  : 98

1.1 关于OffGamers

get to know
 us - 1.1 about offgam

ers



get to know
 us - 1.2 our key m

ilestones over 10 years

1.2 十年里程碑

2004 2009 2011

2007 2010 2012

2013

创立

在美国和中国
注册成立公司

推出数字密钥

在英国注册成立公司

达到100万交易

获得十佳评论奖“金奖”

网站达到1000游戏标题

获得十佳评论奖“金奖”

获得十佳评论奖“金奖”
和“优秀奖”

达到200支付网关选项



在这个行业摸爬滚打十年，我们仍然坚信我们

的企业愿景。这些愿景有助于我们推动游戏行

业的发展。

1.3 我们的企业愿景

get to know
 us - 1.3 our business vision

我们的使命
为我们的合作伙伴提供价值定位，培养良好的业
内关系，推动游戏业的发展。

立足于行业发展，继续提供创新和世界一流的产
品和服务。

树立这个行业的开创性概念与产品的典范，引领
行业发展，把诚信与创造力融入企业文化。

我们的愿景
为所有的游戏开发商，游戏发行商和游戏玩家维
持一个完美的货币化平台。



信不信由你，但有些事情我们决不妥协。

1.4

我们对质量负责。

我们坚定不移的寻求高效率与高效益。

我们工作并释放激情。

我们以客户的需求为己任。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我们注重某些价值

get to know
 us - 1.4 w

e value certain values



get to know
 us - 1.5 w

e believe in team
w

ork

Leonard Chee -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多年来与发行商和开发商合作扩大其全球市场,是既令人愉
快又充实的工作。我们致力于构建长期业务关系，着眼长远
发展”。

Daryl Lau - Chief Marketing Officer

“我们全力以赴保持在数字营销策略和创新的最前沿。由于
这种定位，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合作伙伴向全球玩家合作销

售他们的游戏”。

Karyn Thng - Senior Manager, Business Development Team

“我们可以在满足员工期望和实现公司愿景之间取得平衡。
我们毫无畏惧任何改变，面带微笑不断前进”。

Vijay Kumar - Senior Manager, Business Development Team

“这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大产业。我们的团队设法找到最行之
有效的方法以满足我们合作伙伴的期望”。

Benny Lee - Senior Manager, Business Development Team

“我们与企业伙伴建立稳固的合作关系，为我们的顾客提供
最好的产品和服务”。

Chek Pin - Manager , Product Development Team

“作为OffGamers的一员，可以把对游戏的激情投入到我的
工作中，我很幸运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

1.5 我们相信团队精神

我们的每一位员工都是公司精神的代表：发奋图强，坚

定不移，并且明白团队的力量无限大。

“一己之力有限，
   团结起来我们所向无敌。”



合作的2



the pow
er of partnership - 2.1 together w

e grow

OffGamers是发行商和游戏开发商的理想合作伙伴，因为我们提供迎合
了全球范围内游戏客户需求的多种服务和解决方案。

2.1 与我们共同成长

那么，我们如何实现这个的竞争优势？ 

我们提供广泛的产品范围覆盖，这使得我们今天成为领先的在线游戏服务供应商之一。我们目前支持2000多个
游戏和为超过100万的全球用户提供便利。

我们拥有全球范围内多种支付渠道。选择我们网站的产品和服务可以用200种付款方式支付。

24/7专业的客服团队为我们日益完善和迅速增长的用户群提供服务。顾客不仅可以通过邮件寻求帮助，还可以通
过在线客服平台解决疑惑。

我们为顾客提供具有创新性的导航流程，帮助顾客完成从浏览到结账完整的网上购物体验。

目前，我们网站有英语，汉语，印尼语三种语言转换。



the pow
er of partnership - 2.2 our paym

ent partners

拥有行业内最大支付网关的供应商之一，OffGamers感到非常自豪。因为我们只选择安全可靠的支付网关，OffGamers的国际和本地客
户端都能够完美的选择并应用超过200种付款方式，安心付款。

2.2 我们的付款合作伙伴

我们接受世界各地的付款 我们接受超过200支付网关



the pow
er of partnership - 2.3 our publishers

2.3 我们的发行商伙伴



与3



coverage &
 custom

ers - 3.1 regional coverage

3.1 区域覆盖

美国
24.03%

欧洲
28.19%

非洲
2.79%

中东
12.79%

亚洲
29.21%

大洋洲
2.99%



coverage &
 custom

ers - 3.2 channel coverage

3.2 渠道覆盖

我们与OffGamers礼品卡的分销合作伙伴

30,000

2,000+

19,800+



coverage &
 custom

ers - 3.3 num
bers speak louder than w

ords

3.3 数字证明一切

综合浏览量
41,402,730

回访
63.58%

访问
5,559,834

绝对唯一访问 
2,072,240

首届交易
30.63%
电子商务转化率
22.78%

手机浏览
Apple

76.8%

Samsung

14.2%

Nexus

2.7%

Others

6.4%



我们是4



w
e are a connected generation - 4.1 our digital strategy

4.1 我们的数字化战略

1. 2. 3.
数据采集
点击追踪
用户分析
属性指标
对比测试

支付搜索
自然搜索
社交广告
协作营销
电子简报
社交媒体
直接广告

产品发布
促销
参与宣传活动



相信的5



reason to believe - 5.1 rew
ards &

 recognitions

5.1 奖励与表彰

过去的几年里OffGamers赢得了很多重大的奖项

连续三年荣获十佳评论奖“金奖” 通过**质量保证eBay超级卖家



5.2 宣传活动宣传活动

ACGC 2008
(September 26, 2008)

UOnline Talentine Roadshow
(September 1, 2010)

OffGamers TeenFest 2K11
(December 5, 2011)

SEGI College CNY
(January 10, 2012)

FIFA Online Sg. Wang
(June 25, 2012)

CS:GO Lot10
(April 23, 2013)

reason to believe - 5.2 on ground events
reason to believe - 5.2 on-ground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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