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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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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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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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

三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八年
三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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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6,512 1,263,727 1,758,959 37 (2)

母公司擁有人
　應佔之溢利╱（虧損）* (67,764) 118,388 229,139 (157) (130)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

基本每股盈利 (0.05) 0.09 0.17 (156) (129)

攤薄每股盈利 (0.05) 0.09 0.16 (156) (131)

*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和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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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損）分別為人民幣(33.3)百萬元，人民幣157.6百萬元
和人民幣261.9百萬元。該等口徑較上年同期減少121%，較上季度減少113%。



2

運營資料摘要

截至下列日期止三個月
二零一九年

三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八年
三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年度變動

%
季度變動

%

網絡遊戲
每日平均最高同步
　用戶人數 570,694 698,480 673,413 (18) (15)
每月平均付費賬戶 2,369,662 3,297,038 3,036,203 (28) (22)

於
二零一九年

三月

於
二零一八年

三月

於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
年度變動

%
季度變動

%

辦公軟件*

月活躍用戶（百萬） 328 263 310 25 6

* 辦公軟件產品含WPS Office及金山詞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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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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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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
　網絡遊戲 599,653 632,378 659,106
　雲服務 839,270 418,920 726,584
　辦公軟件及服務及其他 287,589 212,429 373,269

   

1,726,512 1,263,727 1,758,959
收益成本 (1,068,565) (648,084) (1,003,598)

   

毛利 657,947 615,643 755,361
研究及開發成本，淨額 (482,978) (380,314) (513,236)
銷售及分銷開支 (157,535) (126,632) (214,877)
行政開支 (110,413) (82,885) (146,059)
股份酬金成本 (56,077) (58,060) (51,337)
其他收入 70,000 58,852 72,365
其他開支 (2,604) (646) (58,921)

   

營運溢利╱（虧損） (81,660) 25,958 (156,704)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24,578 19,175 (8,280)
財務收入 75,153 65,741 86,126
財務成本 (95,242) (51,533) (95,318)
分佔溢利及虧損：
　合營公司 2,455 17,363 1,235
　聯營公司 (77,942) 19,762 260,657

   

除稅前溢利╱（虧損） (152,658) 96,466 87,716
所得稅開支 (47,656) (43,081) (11,147)

   

本期溢利╱（虧損） (200,314) 53,385 76,569
   

以下人士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67,764) 118,388 229,139
　非控股權益 (132,550) (65,003) (152,570)

   

(200,314) 53,385 76,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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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 0.09 0.17

   

　攤薄 (0.05) 0.09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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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綜合收益表

截至下列日期止三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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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損） (200,314) 53,385 76,569

其他綜合收益╱（虧損）
於後續期間可能重新分類為損益的 
　其他綜合收益╱（虧損）：
換算差額：
　境外實體外幣換算差額 (48,435) (143,856) 16,148

分佔聯營公司其他綜合虧損 (17,559) (42,309) (14,999)

於後續期間可能重新分類為損益的 
　其他綜合收益╱（虧損）淨額 (65,994) (186,165) 1,149

   

於後續期間將不會重新分類為損益的
　其他綜合收益╱（虧損）：
指定為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其他綜合收益的權益投資：
　除稅後的公允價值變動 (30,345) (308,287) (293,421)

分佔聯營公司其他綜合收益╱（虧損） 1,727 — (15,955)
   

於後續期間將不會重新分類為損益的
　其他綜合虧損淨額 (28,618) (308,287) (309,376)

   

本期其他綜合虧損（除稅後） (94,612) (494,452) (308,227)
   

本期綜合虧損總額 (294,926) (441,067) (231,658)
   

以下人士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168,269) (364,791) (82,934)
　非控股權益 (126,657) (76,276) (148,724)

   

(294,926) (441,067) (231,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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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財務狀況表

於 於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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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6,357 2,036,424
投資物業 63,265 63,943
土地租賃預付款項 287,194 288,401
商譽 9,559 9,559
其他無形資產 51,533 56,382
於合營公司之投資 158,029 155,574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4,240,109 4,349,397
指定為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其他綜合收益的權益投資 700,789 746,718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102,657 84,044
使用權資產 134,852 —
遞延稅項資產 98,503 96,527
其他非流動資產 74,484 83,220

  

非流動資產總額 8,017,331 7,970,189
  

流動資產
存貨 9,615 11,679
應收貿易賬款 1,592,377 1,184,650
預付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其他資產 998,415 906,383
指定為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其他綜合收益的權益投資 10,000 10,000
受限制現金 — 98,102
現金及銀行存款 8,995,763 9,868,809

  

流動資產總額 11,606,170 12,079,623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268,591 229,288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開支 1,898,391 1,818,974
計息銀行貸款 528,932 1,053,393
遞延收益 802,749 722,781
應付所得稅 87,182 86,601
可換股債券負債部分 39,447 40,171
衍生金融工具 152,002 154,765

  

流動負債總額 3,777,294 4,105,973
  

流動資產淨額 7,828,876 7,973,65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5,846,207 15,94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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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財務狀況表（續）

於 於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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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09 29,661
遞延稅項負債 21,168 19,584
計息銀行貸款 231,224 231,224
租賃負債 128,845 —
可贖回可換股優先股負債部分 2,772,850 2,741,771

  

非流動負債總額 3,180,996 3,022,240
  

資產淨額 12,665,211 12,921,599
  

權益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5,316 5,316
股份溢價 2,972,969 2,972,969
庫存股份 (17,383) (18,089)
可換股債券權益部分 1,274 1,274
其他儲備 9,925,030 10,076,369

  

12,887,206 13,037,839

非控股權益 (221,995) (116,240)
  

權益總額 12,665,211 12,921,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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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現金流量表

截至下列日期止三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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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用）╱所得現金流量淨額 (49,780) 97,599 401,334
投資活動（耗用）╱所得現金流量淨額 (112,063) (1,338,466) 882,511
融資活動（耗用）╱所得現金流量淨額 (496,580) 1,315,932 (47,999)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增加淨額 (658,423) 75,065 1,235,846
期初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4,544,784 3,036,488 3,294,633
外幣匯率變動影響淨值 (26,750) (137,415) 14,305

   

期末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3,859,611 2,974,138 4,544,784

於獲得時原本到期日超過三個月的
　非抵押定期存款 1,700,565 3,204,190 2,811,271
於獲得時原本到期日超過三個月的
　保本型結構性存款 3,435,587 3,374,860 2,512,754

   

載於簡明合併財務狀況表的現金及銀行存款 8,995,763 9,553,188 9,868,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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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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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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年五月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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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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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的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
採納者一致，惟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採納新會計準則及詮釋除外。

本集團已就本年度財務報表首次採納以下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修訂本） 關於反向賠償的提前還款特徵的修訂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國際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本） 關於計畫修改、消減或結算的修訂
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關於對合營和聯營的長期權益的修訂
國際財務報告解釋公告第23號 所得稅處理的不確定性
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七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多項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本

除下文有關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所解釋者外，採納上述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對該
等財務報表並無重大財務影響。

本集團以修訂後追溯的方法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準則，並未重列比較
資料。對之前按照國際會計準則17號租賃準則劃分為經營租賃的租賃業務，本集團
確認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租賃負債以剩餘租賃付款額根據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
一月一日增量借款利率貼現的現值計量。使用權資產等於租賃負債並調整二零一九
年一月一日前已經記錄於財務報表的預付租賃款後的金額。對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一
月一日租期小於十二個月的租賃合同，本集團根據準則予以豁免。截至二零一九年
一月一日，本集團已確認租賃負債為人民幣35.9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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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收益

二零一九年第一季度收益為人民幣1,726.5百萬元，較上年同期增長了37%，較上季度下
降了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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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
年第一季度收益總額的34%，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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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第一季度來自網絡遊戲的收益為人民幣599.7百萬元，較上年同期下降了5%，
較上季度下降9%。年度的輕微下降主要由於現有遊戲的收益減少，部分被多款新手遊
的推出而更加豐富的遊戲產品組合的收益貢獻所抵銷。環比下降主要由於現有遊戲隨
生命週期的自然回落。

二零一九年第一季度來自雲服務的收益為人民幣839.3百萬元，較上年同期增長100%，
較上季度增長16%。該等增長主要來自通過持續的技術優化與人工智能的運用，移動視
頻及互聯網行業用戶使用量的強勁增長及企業雲服務的收益增長。

二零一九年第一季度來自辦公軟件及服務及其他的收益為人民幣287.6百萬元，較上年
同期增長35%，較上季度下降23%。年度增長主要來自WPS Office個人版增值服務及其企
業版銷售收益的快速增長，反映了通過持續升級產品功能及不斷豐富內容，用戶數及用
戶活躍度提升。環比下降主要由於WPS辦公軟件企業版銷售的季節性回落，部分被其個
人版增值服務的收益增長所抵銷。

收益成本及毛利

二零一九年第一季度收益成本為人民幣1,068.6百萬元，較上年同期增長65%，較上季度
增長6%。年度增長主要由於與雲服務用戶的使用量快速增長有關的頻寬及互聯網數據
中心成本增加，以及我們對雲業務基礎設施的投入增加。

二零一九年第一季度毛利為人民幣657.9百萬元，較上年同期增長7%，較上季度下降
13%。本集團的毛利率為38%，較上年同期下降了十一個百分點，較上季度下降了五個
百分點。該等毛利率下降乃主要由於雲服務的收益貢獻增加，其具有相對較低的毛利率
及較高的增長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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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及開發（「研發」）成本，淨額

二零一九年第一季度研發成本，淨額，為人民幣483.0百萬元，較上年同期增長了27%，
較上季度下降了6%。年度增長主要由於在增強產品功能及培育新技術上的投入增加。

銷售及分銷開支

二零一九年第一季度銷售及分銷開支為人民幣157.5百萬元，較上年同期增長24%，較上
季度下降27%。年度增長主要反映了WPS及雲業務為把握企業級市場機遇而增加的推廣
費用。季度環比下降主要反映了二零一九年第一季度廣告及推廣活動的支出減少。

行政開支

二零一九年第一季度行政開支為人民幣110.4百萬元，較上年同期增長33%，較上季度下
降24%。年度增長主要由於員工相關成本及專業服務費增加。季度減少主要反映了專業
服務費的減少。

股份酬金成本

二零一九年第一季度股份酬金成本為人民幣56.1百萬元，較上年同期下降3%，較上季度
增長9%。

扣除股份酬金成本前的營運溢利╱（虧損）

二零一九年第一季度扣除股份酬金成本前的營運虧損為人民幣25.6百萬元，而二零一八
年第一季度及二零一八年第四季度分別為溢利人民幣84.0百萬元及虧損人民幣105.4百萬
元。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二零一九年第一季度錄得其他收益淨額為人民幣24.6百萬元，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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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第四季度錄得其他虧損淨額為人民幣
8.3百萬元。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

二零一九年第一季度錄得分佔聯營公司虧損人民幣77.9百萬元，而二零一八年第一季度
錄得分佔聯營公司溢利人民幣19.8百萬元及二零一八年第四季度錄得分佔聯營公司溢利
人民幣260.7百萬元。二零一八年第四季度分佔聯營公司的溢利主要由於Cheetah Mobile 
Inc.及其附屬公司於該季度處置若干投資公司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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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開支

二零一九年第一季度所得稅支出為人民幣47.7百萬元，較上年同期增長11%，較上季度
增長328%。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

由於上述原因，二零一九年第一季度母公司擁有人應佔的虧損為人民幣67.8百萬元，而
二零一八年第一季度及二零一八年第四季度分別為溢利人民幣118.4百萬元及溢利人民
幣229.1百萬元。

扣除股份酬金成本前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

扣除股份酬金成本前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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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損）。

本集團相信，扣除股份酬金成本前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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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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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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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第一季度扣除股份酬金成本前母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為人民幣33.3百萬元，
而二零一八年第一季度及二零一八年第四季度分別為溢利人民幣157.6百萬元及溢利人
民幣261.9百萬元。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和二
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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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損）
率分別為(2%)，12%和15%。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資金狀況強勁。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主要的財務資
源以現金及銀行存款形式持有，為人民幣8,995.8百萬元，佔本集團總資產的46%。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資產負債率（即總負債除以總資產）為35%，而二
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36%。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可換股債券債
務為46.2百萬港元（相當於人民幣39.4百萬元），以及銀行貸款人民幣255.1百萬元及75.0
百萬美元（相當於人民幣505.1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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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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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以非人民幣計值存款所持的金融資產為人民幣2,9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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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用）╱產生的現金淨額

本集團經營活動（耗用）╱產生的現金反映本集團在上述三個月期間的溢利╱（虧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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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如遞延收益、其
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作出調整（視乎情況而定）。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和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三個月，本集團經營活動（耗用）╱產生現金淨額分別為人民幣(49.8)百萬元，人民幣
97.6百萬元和人民幣401.3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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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和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資本開支所用現金分別為人民幣278.5百萬元、人民幣245.1百萬元及人民幣
374.4百萬元。

重大期後事項

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四月發行的2,327.0百萬港元於二零一九年到期之1.25厘可換股債券
（「二零一四年可換股債券」）已於二零一九年四月十一日到期。根據二零一四年可換股
債券的各項條款及條件，本公司已於到期日按其本金額46.0百萬港元加應計利息悉數贖
回尚未贖回的二零一四年可換股債券。贖回完成後，概無任何二零一四年可換股債券未
被贖回。所有已被贖回的二零一四年可換股債券全部被注銷，並從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
限公司退市。

管理層概述

金山軟件董事長雷軍先生評述：「二零一九年第一季度，我們各業務穩步發展，勢頭良
好。我們繼續擴大《劍俠情緣》IP的影響力，並計劃在二季度推出《劍網3》手遊。雲服務業
務持續擴大合作，並不斷拓寬服務範圍。同時，我們於三、四月分別推出了WPS Office 
2019 for Linux專業版以及WPS office for Mac版，並致力探索創新方式以提升用戶的智能
辦公體驗。」

金山軟件首席執行官鄒濤先生補充說：「第一季度，為二零一九年積極開局，我們總收
益為人民幣1,726.5百萬元，同比增長37%。雲服務業務收益錄得同比增長100%，辦公軟
件及服務及其他收益同比增長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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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手遊業務一季度取得了穩定的業績，《劍俠情緣1》手遊與《魔域》的流水環比穩健
增長，展示較強的長線發展潛力。二季度我們將推出《劍網3》手遊，該遊戲預約人數已
達1200萬，我們相信《劍網3》手遊的發佈將為遊戲業務帶來新的增長活力。旗艦端遊《劍
網3》職業聯賽俱樂部三月成立，標誌著《劍網3》現有賽事體系的不斷完善及受歡迎程度
的提高。作為一款長線產品，我們致力於品質和用戶體驗的持續完善，以實現《劍網3》
的長期穩健發展。同時，我們的IP衍生業務正在蓬勃發展，舞臺劇《劍網3‧曲雲傳》將於
本年春夏季在全國巡演，不斷擴大《劍俠情緣》經典IP的影響力。

雲服務業務在保持視頻領域優勢地位的同時，進一步突破政務、金融、醫療等企業級市
場，帶動增速強勢回升。視頻雲業務方面，憑藉其強大的能力和對行業的深入理解，正
發力佈局融合人工智能和邊緣雲計算技術，為客戶提供更好的體驗。金融方面，雲服務
業務持續為中國建設銀行、中國招商銀行等大型標杆銀行客戶提供更加多元化和場景
化的服務。未來雲服務業務將繼續加強全雲業務的滲透，深入探索雲計算、人工智能與
各行業場景的融合創新，加速推動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升級，滿足客戶優化成本、創造更
好體驗的需求。

隨著企業市場業務升級和增值服務業務的快速發展，二零一九年第一季度金山辦公同
比取得強勢增長。WPS Office 2019 for Linux專業版於二零一九年三月正式發佈，預期能
為我們進一步拓展政企市場。二零一九年四月，WPS Office for Mac版正式登陸蘋果應用
商店，上線當天即躍升至免費下載總榜單第一位。本季度，金山辦公繼續發力「雲+人工
智能」戰略。繼阿裡釘釘後，金山文檔正式向百度網盤開放線上編輯文檔能力，雲辦公
生態進一步擴大。同時，金山辦公持續增強其整體品牌認知度和產品號召力。二零一九
年三月，金山辦公攜手故宮博物院及中國紫禁城協會啟動首屆中華符號數字化創意設
計大賽。金山辦公將持續探索科技創新與傳統文化的融合，為國內外用戶打造高效創新
的辦公體驗。」

雷軍先生總結道：「一季度整體業務表現良好。現在我們對自身的戰略、業務模式以及
未來的發展充滿信心。展望未來，我們預計未來季度推出全新旗艦手遊，並持續保持雲
服務和辦公軟件及服務業務的強勁增長態勢。隨着《劍網3》手遊的推出，我們期待今年
整體表現將有所改善。我們將繼續推動整體業務的長期增長，並致力於為股東提供更高
價值。」

承董事會命
金山軟件有限公司

主席
雷軍

香港，二零一九年五月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鄒濤先生和吳育強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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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