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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Kingsoft Corporation Limited
金 山 軟 件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持續經營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3888）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業績公告

金山軟件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
集團」或「金山」）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未經審計的業績。

財務資料摘要

截至下列日期止三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七年

三月
三十一日

三月
三十一日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年度變動 季度變動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 %
（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

收益 1,263,727 1,213,366 1,380,498 4 (8)

母公司擁有人
　應佔之溢利* 118,388 238,469 2,474,863 (50) (95)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

每股基本盈利
　— 來自本期溢利 0.09 0.18 1.90 (50) (95)
　— 來自持續經營溢利 0.09 0.14 0.19 (36) (53)
每股攤薄盈利
　— 來自本期溢利 0.09 0.18 1.82 (50) (95)
　— 來自持續經營溢利 0.09 0.14 0.19 (36) (53)

*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和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三個月期
間，扣除股份酬金成本前的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包含來自持續經營和非持續經營）分別為人民幣157.6百
萬元，人民幣285.9百萬元和人民幣2,508.2百萬元。該等口徑下之溢利較上年同期減少45%，較上季度減少
94%。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三個月期間，我們確認了視作出售Cheetah Mobile Inc.及其附屬
公司（合稱「獵豹移動」）的收益人民幣2,224.3百萬元。



2

運營資料摘要

截至下列日期止三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七年

三月 三月 十二月 年度變動 季度變動
三十一日 三十一日 三十一日 %  %

網絡遊戲
每日平均最高同步
　用戶人數（「每日平均
　最高同步用戶人數」） 698,480 937,438 874,693 (25) (20)
每月平均付費賬戶
　（「每月平均付費
　賬戶」） 3,297,038 4,200,840 3,978,222 (22)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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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未經審計的簡明合併損益表、綜合收益表、財務狀況表及現金流量表列示如下：

簡明合併損益表

截至下列日期止三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七年

三月
三十一日

三月
三十一日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持續經營
收益
　網絡遊戲 632,378 817,151 751,379
　雲服務 418,920 268,446 401,948
　辦公軟件及服務及其他 212,429 127,769 227,171

   

1,263,727 1,213,366 1,380,498
收益成本 (648,084) (509,447) (611,845)

   

毛利 615,643 703,919 768,653
研究及開發成本，淨額 (380,314) (321,439) (401,285)
銷售及分銷開支 (126,632) (81,173) (174,440)
行政開支 (82,885) (56,063) (79,095)
股份酬金成本 (58,060) (48,737) (51,080)
其他收入 58,852 70,777 75,021
其他開支 (646) (2,082) (282)

   

營運溢利 25,958 265,202 137,492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19,175 (92,254) (26,898)
財務收入 65,741 47,777 55,542
財務成本 (51,533) (32,677) (34,841)
分佔盈利及虧損：
　合營公司 17,363 38,826 38,471
　聯營公司 19,762 (2,395) 59,971

   

持續經營業務除稅前溢利 96,466 224,479 229,737
所得稅（開支）╱收益 (43,081) (46,087) 5,475

   

持續經營業務本期溢利 53,385 178,392 235,212
   

非持續經營
非持續經營業務本期溢利 — 101,873 —
視作出售一間附屬公司的收益 — — 2,224,291

   

— 101,873 2,224,291

本期溢利 53,385 280,265 2,459,503
   

以下人士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118,388 238,469 2,474,863
　非控股權益 (65,003) 41,796 (15,360)

   

53,385 280,265 2,459,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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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損益表（續）

截至下列日期止三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七年

三月
三十一日

三月
三十一日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
　— 來自本期溢利 0.09 0.18 1.90
　— 來自持續經營溢利 0.09 0.14 0.19

   

攤薄
　— 來自本期溢利 0.09 0.18 1.82
　— 來自持續經營溢利 0.09 0.14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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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綜合收益表

截至下列日期止三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七年

三月
三十一日

三月
三十一日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本期溢利 53,385 280,265 2,459,503

其他綜合收益╱（虧損）
於後續期間重新分類為損益的
　其他綜合收益╱（虧損）：
可供出售投資：
　公允價值變動 — 10,250 689,331
換算差額：
　境外實體外幣換算差額 (143,856) (10,668) (51,293)
　視作出售一間附屬公司的重新分類調整 — — (57,355)

分佔聯營公司其他綜合虧損 (42,309) — (19,724)
   

於後續期間重新分類為損益的
　其他綜合收益╱（虧損）淨額 (186,165) (418) 560,959

於後續期間將不會被重分類至損益的
　其他綜合虧損：
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 (308,287) — —

   

於後續期間將不會被重新分類為損益的
　其他綜合虧損淨額 (308,287) — —

本期其他綜合收益╱（虧損）（除稅後） (494,452) (418) 560,959
   

本期綜合收益╱（虧損）總額 (441,067) 279,847 3,020,462
   

以下人士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364,791) 242,788 3,040,483
　非控股權益 (76,276) 37,059 (20,021)

   

(441,067) 279,847 3,020,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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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財務狀況表

於 於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三月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457,562 1,329,203
土地租賃預付款項 297,610 289,561
商譽 9,559 9,559
其他無形資產 54,585 56,375
於合營公司之投資 112,471 177,110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3,872,214 3,878,421
可供出售投資 — 1,269,216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綜合收益的金融資產 901,384 —
其他金融資產 62,541 63,430
遞延稅項資產 98,003 101,807
其他非流動資產 39,784 42,640

  

非流動資產總額 6,905,713 7,217,322
  

流動資產
存貨 17,128 10,327
應收貿易賬款 1,255,559 1,167,745
預付款項、押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473,591 679,612
可供出售投資 — 88,000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綜合收益的金融資產 10,000 —
其他金融資產 1,630 —
受限制現金 89,882 93,400
現金及銀行存款 9,553,188 8,505,984

  

流動資產總額 12,400,978 10,545,068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229,722 179,301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開支 1,680,232 1,612,667
計息銀行貸款 990,670 374,165
遞延收益 635,627 608,557
應付所得稅 147,368 125,465
可換股債券負債部分 — 832,876
衍生金融工具 179,797 121,076

  

流動負債總額 3,863,416 3,854,107
  

流動資產淨額 8,537,562 6,690,96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5,443,275 13,90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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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財務狀況表（續）

於 於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三月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收益 20,934 20,788
遞延稅項負債 28,287 58,707
計息銀行貸款 287,682 287,682
可換股債券負債部分 36,406 37,864
可贖回可轉換優先股負債部分 2,106,621 950,271

  

非流動負債總額 2,479,930 1,355,312
  

資產淨額 12,963,345 12,552,971
  

權益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5,319 5,127
股份溢價 3,111,483 2,287,958
庫存股份 (20,282) (22,517)
可換股債券權益部分 1,274 7,564
其他儲備 9,516,526 9,810,458

  

12,614,320 12,088,590
非控股權益 349,025 464,381

  

權益總額 12,963,345 12,552,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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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現金流量表

截至下列日期止三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七年

三月
三十一日

三月
三十一日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量淨額 97,599 612,953 149,074
投資活動（耗用）╱所得現金流量淨額 (1,338,466) 129,484 (2,979,419)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淨額 1,315,932 17,881 983,884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增加╱（減少）淨額 75,065 760,318 (1,846,461)
期初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3,036,488 5,776,336 4,942,785
外幣匯率變動影響淨值 (137,415) (15,756) (59,836)

   

期末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974,138 6,520,898 3,036,488

於獲得時原本到期日超過三個月的
　非抵押定期存款 3,204,190 667,960 1,912,156
於獲得時原本到期日超過三個月的
　保本型結構性存款 3,374,860 2,749,300 3,557,340
減：歸屬於非持續經營的現金及
　　　現金等值項目 — (1,327,176) —

   

載於簡明合併財務狀況表的現金及銀行存款 9,553,188 8,610,982 8,505,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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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計簡明合併財務報表附註

1. 公司資料

本公司於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日根據英屬處女群島公司法註冊成立。於二零零五年
十一月十五日，本公司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二零零四年修訂本）遷冊至開曼群島。

本公司之股份自二零零七年十月九日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
市。

本集團主要從事以下業務：

• 研究及開發網絡遊戲，以及提供網絡遊戲，手機遊戲及休閒遊戲服務；

• 提供雲存儲及雲計算服務；及

• 設計、研究、開發及銷售推廣WPS Office辦公軟件產品及服務。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乃根據本公司董事會於二零
一八年五月二十二日之董事會決議案批准及授權刊發。

2.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編製基準

此等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乃根據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的國際會計準則（「國際
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此等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中所規定的所有資料和披露事
項，故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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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計簡明合併財務報表附註（續）

2.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續）

主要會計政策

編製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所採納的會計政策與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編製的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
採納者一致，惟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採納新會計準則及詮釋除外。於二零一八年
一月一日，本集團以非全面追溯的方法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及國
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客戶合同收入。本集團將不會重列比較資料並且確認了會影
響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期初保留溢利的過渡性調整。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和第15號對本集團的影響如下：

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對本集團金融資產的分類和計量有重大影響。於二零
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可供出售投資的餘額將有人民幣1,355.5百萬元被重分類至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綜合收益的金融資產，人民幣1.7百萬元被重分類
至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

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除了投資的一個聯營公司導致本集團二零一八年一
月一日的保留溢利增加外，對本集團的財務報表沒有其他重大影響。

下列其他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對本集團會計政策，財務狀況或業績並無任何重
大影響：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2號 外幣交易及預付對價
國際會計準則第40號（修訂本） 轉讓投資物業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以股份支付的交易的分類與計量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修訂本） 於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保險合約應用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六年週期之
年度改進

多項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本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已頒佈惟尚未生效的任何其他準則、詮釋或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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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收益

二零一八年第一季度收益為人民幣1,263.7百萬元，較上年同期增長了4%，較上季度下降
了8%。來自網絡遊戲，雲服務，辦公軟件及服務及其他的收益分別佔本集團二零一八
年第一季度收益總額的50%，33%，17%。來自以上業務線的收益反映了各條業務線抵
銷了集團內部交易後產生的收益。

二零一八年第一季度來自網絡遊戲的收益為人民幣632.4百萬元，較上年同期下降了
23%，較上季度下降16%。該等下降主要由於我們旗艦端遊《劍網3》的部分用戶短期內被
PlayerUnknown’s Battlegrounds （「PUBG」）遊戲搶佔，二零一六年五月上線的《劍俠情緣1》
手遊隨生命週期收入自然回落。

二零一八年第一季度本集團網絡遊戲的每日平均最高同步用戶人數約為0.7百萬人，同
比下降25%，環比下降20%。二零一八年第一季度本集團網絡遊戲月平均付費賬戶數為
3.3百萬，較上年同期下降22%，較上季度下降17%。該等下降主要反映了《劍網3》部分玩
家被PUBG遊戲所搶佔，以及集團現有手遊隨生命週期的自然回落。

二零一八年第一季度來自雲服務的收益為人民幣418.9百萬元，較上年同期增長56%，較
上季度增長4%。同比增長主要由雲服務在移動視頻及互聯網領域用戶使用量的強勁增
長推動。

二零一八年第一季度來自辦公軟件及服務及其他的收益為人民幣212.4百萬元，較上年
同期增長66%，較上季度下降6%。同比增長主要來自於WPS網絡廣告推廣服務及WPS 
Office個人版增值服務收入的快速增長，反映了由於產品不斷優化和內容持續豐富所帶
來的產品商業化能力的增強，用戶活躍度及用戶粘性的提升。環比下降主要由於WPS辦
公軟件銷售的季節性回落，部分被WPS網絡廣告推廣服務以及WPS Office個人版增值服
務的收入增長所抵銷。

收益成本及毛利

二零一八年第一季度收益成本為人民648.1百萬元，較上年同期增長27%，較上季度增長
6%。該等增長主要是由於與雲服務用戶的使用量增加有關的頻寬及互聯網數據中心成
本增加。

二零一八年第一季度毛利為人民幣615.6百萬元，較上年同期下降13%，較上季度下降
20%。本集團的毛利率為49%，較上年同期下降了九個百分點，較上季度下降了七個百
分點。本集團毛利率的變化是由於我們業務組合的變化，反映了雲服務業務的快速增
長。雲服務業務的毛利率相對較低，但依賴於雲市場巨大的可見市場前景和長期收入增
長潛力，其收入貢獻的增長遠遠超過我們的其他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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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及開發（「研發」）成本，淨額

二零一八年第一季度研發成本，淨額，為人民幣380.3百萬元，較上年同期增長了18%，
較上季度下降了5%。同比增長主要為由研發投入增加而引起的人員相關成本增加。

銷售及分銷開支

二零一八年第一季度銷售及分銷開支為人民幣126.6百萬元，較上年同期增長56%，較上
季度下降27%。同比增長及環比下降主要反映了相應季度網絡遊戲業務的廣告及市場推
廣費用的變動。

行政開支

二零一八年第一季度行政開支為人民幣82.9百萬元，較上年同期增長48%，較上季度增
長5%。同比增加主要由於人員相關成本增加。

股份酬金成本

二零一八年第一季度股份酬金成本為人民幣58.1百萬元，較上年同期增長19%，較上季
度增長14%。同比增長主要由於對特定員工新授予的獎勵股份及期權，以及特定附屬公
司的獎勵股份與期權的公允價值增加。

扣除股份酬金成本前的營運溢利

由於上述原因，二零一八年第一季度扣除股份酬金成本前的營運溢利為人民幣84.0百
萬元，較上年同期下降73%，較上季度下降55%。扣除股份酬金成本前的營運溢利率為
7%，較上年同期下降十九個百分點，較上季度下降了七個百分點。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二零一八年第一季度錄得其他收益淨額為人民幣19.2百萬元，而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錄
得其他虧損淨額為人民幣92.3百萬元，二零一七年第四季度錄得其他虧損淨額為人民幣
26.9百萬元。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的虧損主要是由於迅雷網絡技術有限公司和世紀互聯
數據中心有限公司於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的市場價值進一步下跌而計提額外投資賬面
值減值撥備所致。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

二零一八年第一季度錄得分佔聯營公司溢利人民幣19.8百萬元，而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
錄得分佔聯營公司虧損人民幣2.4百萬元及二零一七年第四季度錄得分佔聯營公司溢利
人民幣60.0百萬元。獵豹移動自二零一七年十月一日被列為公司的聯營公司。環比下降
主要由於獵豹移動：(i)第一季度廣告業務的淡季影響；和(ii)海外第三方廣告合作夥伴
停止了手機鎖屏這一廣告模式，引起工具產品及相關業務收入的下降導致的營運溢利
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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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開支）╱收益

二零一八年第一季度所得稅支出為人民幣43.1百萬元，較上年同期下降7%，而二零一七
年第四季度的所得稅收益為人民幣5.5百萬元。

視作出售一間附屬公司的收益

二零一七年第四季度的視作出售一間附屬公司的收益為人民幣2,224.3百萬元，指的是由
於轉授Cheetah Mobile Inc.投票權產生的視作出售收益。

非持續經營業務本期溢利

非持續經營業務反映了來自獵豹移動的溢利，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實現溢利人民幣101.9
百萬元。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由於上述原因，二零一八年第一季度母公司擁有人應佔的溢利為人民幣118.4百萬元，
較上年同期下降50%，較上季度下降95%。

扣除股份酬金成本前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扣除股份酬金成本前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金額為撇除母公司擁有人應佔的股份酬金
成本影響的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本集團相信，扣除股份酬金成本前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將有助於投資者瞭解本集團
的整體經營業績。在評估本集團的經營業績時，該資料不應作為單一考慮因素，亦不應
替代本集團按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計算之溢利或其他任何經營業績資料。此外，扣除股
份酬金成本前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可能同其他公司採用的該等相近名稱之數據不具
有可比性。

二零一八年第一季度扣除股份酬金成本前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人民幣157.6百萬元，
較上年同期下降45%，較上季度下降94%。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二零一七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和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本集團扣除股份酬金
成本前的淨利率分別為12%，12%和182%。



14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資金狀況強勁。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主要的財務資
源以受限資金和現金及銀行存款形式持有，分別為人民幣89.9百萬元和人民幣9,553.2百
萬元，總計佔本集團總資產的50%。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資產負債率（即總負債除以總資產）為33%，而二
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29%。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可換股債券債
務為45.4百萬港元（相當於人民幣36.4百萬元），以及銀行貸款人民幣335.1百萬元，150.0
百萬美元（相當於人民幣943.3百萬元）。

外幣風險管理

本集團之若干開支以人民幣以外之貨幣計值。董事認為本集團存在某些外匯風險，乃由
於以外幣（即美元及港元）計值的使用權銷售所產生的部分收入。本集團將密切監管任
何外匯風險且控制於適當範圍內。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以非人民幣計值存款所持的金融資產為人民幣4,681.5
百萬元。由於沒有具成本效益的對沖措施應對人民幣波動，故如有任何與前述存款和投
資有關的外匯匯率發生波動，本集團都有可能產生虧損，因而存在風險。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

本集團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反映本集團在上述三個月期間的溢利，（視乎情況而定）並
已就非現金項目（如折舊及股份酬金成本）及若干財務狀況表項目（如遞延收益、其他應
付款項及應計費用）作出調整。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和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三個月，本集團經營活動產生現金淨額（包括來自持續經營和非持續經營）分別為
人民幣97.6百萬元，人民幣613.0百萬元，人民幣149.1百萬元。

資本開支

資本開支指本集團就收購業務、物業、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而產生的現金付款。截至二
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和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資本開支所用現金（包括來自持續經營和非持續經營）分別為人民幣245.1百
萬元、人民幣101.8百萬元及人民幣291.2百萬元。

管理層概述

金山軟件董事長雷軍先生評述：「二零一八年第一季度，我們開啟了一個良好的開端，
各項業務都在朝著公司的戰略目標穩步推進。金山雲進一步鞏固了其在的視頻雲領域
的領先地位。WPS office表現依然強勁，內容增值業務增長勢頭良好，為用戶提供了更
智能的共享資源平台。網絡遊戲業務方面，我們致力於繼續提升旗艦產品《劍網3》的品
牌影響力，同時發佈了一款年度核心手遊《雲裳羽衣》的首部宣傳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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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軟件首席執行官鄒濤先生補充說：「第一季度開局穩健，總收益人民幣1,263.7百萬
元，同比增長4%。其中，金山雲同比增長56%，辦公軟件及服務及其他同比增長66%。
上半年營運溢利將面臨壓力，預計網絡遊戲業務能夠在下半年回轉。」

隨著PUBG類遊戲井噴式爆發，我們的旗艦端遊《劍網3》的部分用戶在短期內被搶佔，一
季度收入出現了同比和環比的下降。因此，一季度網路遊戲業務面臨壓力。二零一八年
三月十六日我們開啟第三屆《劍網3》競技大師賽，參賽及觀戰人數再創新高，提升了核
心玩家參與度。

如今手遊市場競爭日趨激烈，我們抓住新品類細分市場萌芽的契機，潛心打造全新的
3D換裝類遊戲《雲裳羽衣》。在二零一八年騰訊UP新文創生態大會上發佈的《雲裳羽衣》
首部宣傳片廣受業界好評，為我們打造全新遊戲品類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我們預計，這
款遊戲的正式上線將為今年的網路遊戲業務打開新的局面。

本季度金山雲整體業務增速相對平穩，各業務領域發展趨勢符合公司的戰略部署。視頻
雲業務增長穩定，持續為客戶提供高品質的服務，通過HCDN推廣提升金山雲在CDN行
業領先地位，同時逐漸推動業務多樣化展開；遊戲雲對戰略客戶的攻堅取得了明顯成
效，並在人工智能技術和區塊鏈解決方案方面不斷探索；金山雲也積極拓展政務雲及
私有雲業務，在金融之領域、汽車之領域也有新的突破。展望未來，金山雲將繼續為客
戶提供更加優質、更加量身定制的服務和解決方案，加強業務滲透率，尋求新的突破。

二零一八年第一季度，金山辦公繼續保持強勁增長。在雲辦公服務領域金山辦公持續發
力，個人雲及企業雲業務保持良好增長，並首次發佈針對黨政機構的黨政辦公解決方案 
— WPS政務辦公雲。同時，內容增值業務增長勢頭良好，為用戶與優秀的設計師提供了
更智能的共享資源平台。兩款旗艦產品WPS Office和金山詞霸同時榮獲2017年度首屆「兩
微一端」百佳評選「APP用戶體驗十佳賬號」稱號。金山辦公發佈內容生態戰略，「內容大
玩+」在珠海順利舉辦，百名內容創作者到場參會，作為內容平台的「稻殼兒」，正式升格
為戰略級內容品牌。憑藉領先的辦公技術以及良好的業務發展模式，金山辦公將會繼續
為全球用戶創造更輕鬆的辦公方式。

雷軍先生總結道：「我們欣然看到一季度整體業務表現良好。金山雲和金山辦公在一季
度實現了業績的穩健增長，拓展了更多的細分市場，同時擴增了不同領域的客戶。由於
《雲裳羽衣》及《劍俠情緣2：劍歌行》商業化運營時間晚於公司原計劃時間表，及《劍網3》
受短期市場競爭影響，公司評估二零一八年第二季度經營業績將繼續承受壓力，經營利
潤可能與第一季度經營利潤相若。預計第二季度可贖回可轉換優先股應計利息費用（非
現金性質）大約人民幣80.0百萬元。如果在第二季度美元兌人民幣匯率上升，我們將出
現匯兌損失。隨着《雲裳羽衣》及《劍俠情緣》系列等重磅手游的上線，下半年的經營情況
將會得到改善。我們期待憑藉我們對產品創新和服務優化的不斷努力，公司將為客戶及
市場帶來更多令人滿意的成果。」

承董事會命
金山軟件有限公司

主席
雷軍

香港，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鄒濤先生、吳育強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雷軍先生、求伯君先生和劉熾平先生；獨立 
非執行董事為王舜德先生、鄧元鋆先生和武文潔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