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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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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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未經審計的業績。此等中期業
績已獲本公司的核數師及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閱。

財務資料摘要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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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重述）* （經重述）*

收益 1,213,366 666,411 1,292,939 82 (6)
母公司擁有人
　應佔之溢利** 238,469 133,803 261,326 78 (9)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

（經重述）* （經重述）*

每股基本盈利
　— 來自本期溢利 0.18 0.10 0.20 80 (10)
　— 來自持續
　　 　經營溢利 0.14 0.09 0.17 56 (18)

每股攤薄盈利
　— 來自本期溢利 0.18 0.10 0.20 80 (10)
　— 來自持續
　　　 經營溢利 0.14 0.09 0.17 56 (18)

* 對比數重述以反映本集團的持續經營與非持續經營之間的重分類，Cheetah Mobile Inc.及其附屬公司（合稱
「獵豹移動」）的經營業績列示為本集團的非持續經營。

**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和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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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9
百萬元，人民幣198.7百萬元和人民幣291.8百萬元。該等口徑下之溢利較上年同期增加44%，較上季度下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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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營資料摘要

截至下列日期止三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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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7,438 543,836 1,018,826 72 (8)
每月平均付費賬戶
　（「每月平均
　付費賬戶」） 4,200,840 2,960,358 4,523,832 42 (7)

董事會公佈了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的三個月未經審計的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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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未經審計的簡明合併損益表、未經審計的簡明合併綜合收益表，未經審計的簡明
合併財務狀況表及未經審計的簡明合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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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三月 三月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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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重述） （經重述）

持續經營
收益
　網絡遊戲 817,151 456,870 820,087
　雲服務 268,446 128,810 255,279
　辦公軟件及服務及其他 127,769 80,731 217,573

   

1,213,366 666,411 1,292,939
收益成本 (509,447) (191,413) (427,342)

   

毛利 703,919 474,998 865,597
研究及開發成本，淨額 (321,439) (239,872) (310,136)
銷售及分銷開支 (81,173) (55,134) (106,319)
行政開支 (56,063) (48,650) (50,080)
股份酬金成本 (48,737) (22,614) (6,617)
其他收入 70,777 1,870 22,444
其他開支 (2,082) (584) (8,125)

   

營運溢利 265,202 110,014 406,764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92,254) 27,992 (140,495)
財務收入 47,777 42,021 41,667
財務成本 (32,677) (21,002) (29,634)
分佔溢利及虧損：
　合營公司 38,826 (3,172) 46,821
　聯營公司 (2,395) (2) (2,368)

   

除稅前溢利 224,479 155,851 322,755
所得稅開支 (46,087) (45,839) (59,596)

   

持續經營業務本期溢利 178,392 110,012 263,159
   

非持續經營
非持續經業務本期溢利 101,873 17,925 69,940

本期溢利 280,265 127,937 333,099
   

以下人士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238,469 133,803 261,326
　非控股權益 41,796 (5,866) 71,773

   

280,265 127,937 333,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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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損益表（續）
截至下列日期止三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三月 三月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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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重述） （經重述）

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
　　— 來自本期溢利 0.18 0.10 0.20
　　— 來自持續經營溢利 0.14 0.09 0.17

   

　攤薄
　　— 來自本期溢利 0.18 0.10 0.20
　　— 來自持續經營溢利 0.14 0.09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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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綜合收益表

截至下列日期止三個月期間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三月 三月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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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265 127,937 333,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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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050) (7,424)
　所得稅影響 (9,500) —

境外實體外幣換算差額 (10,668) (26,127) 124,298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 — 129 —

   

於後續期間重新分類為損益的
　其他綜合收益╱（虧損）淨額 (418) (133,548) 116,874

   

本期其他綜合收益╱（虧損）（除稅後） (418) (133,548) 116,874

本期綜合收益╱（虧損）總額 279,847 (5,611) 449,973
   

以下人士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242,788 4,499 336,319
　非控股權益 37,059 (10,110) 113,654

   

279,847 (5,611) 449,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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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財務狀況表

於 於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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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750 1,097,766
預付土地租賃款 266,960 268,046
商譽 9,559 954,656
其他無形資產 68,285 295,751
於合營公司之投資 201,604 165,512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19,916 406,773
可供出售投資 598,171 1,050,654
其他金融資產 41,027 71,091
遞延稅項資產 30,482 119,868
其他非流動資產 12,023 43,459

  

非流動資產總額 2,259,777 4,473,576
  

流動資產
存貨 9,573 11,098
應收貿易賬款 887,926 1,774,156
預付款項、押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591,593 1,122,028
可供出售投資 88,000 204,849
受限制現金 — 98,381
抵押存款 — 69,370
現金及銀行存款 8,610,982 9,825,494

  

10,188,074 13,105,376
持有待售資產組 5,343,238 —

  

流動資產總額 15,531,312 13,105,376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281,131 560,488
計息銀行貸款 — 379,544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995,886 2,123,794
遞延收益 545,609 547,462
應付所得稅 102,095 119,931
可換股債券負債部分 1,976,584 —

  

3,901,305 3,731,219
持有待售負債組 2,020,901 —

  

流動負債總額 5,922,206 3,731,219
  

流動資產淨額 9,609,106 9,374,15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1,868,883 13,847,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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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財務狀況表（續）

於 於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三月
三十一日

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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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負債 29,516 39,508
遞延收益 33,151 37,609
遞延稅項負債 35,425 122,201
計息銀行貸款 335,138 438,330
可換股債券負債部分 920,255 2,911,354
可贖回可轉換優先股負債部分 296,818 297,007

  

非流動負債總額 1,650,303 3,846,009
  

資產淨額 10,218,580 10,001,724
  

權益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5,108 5,097
股份溢價 2,379,393 2,369,129
庫存股份 (25,234) (25,477)
可換股債券權益部分 72,295 72,295
其他儲備 5,737,757 5,466,163

  

8,169,319 7,887,207
非控股權益 2,049,261 2,114,517

  

權益總額 10,218,580 10,00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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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現金流量表

截至下列日期止三個月期間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三月 三月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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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953 100,057 761,245
投資活動所得╱（耗用）現金流量淨額 129,484 (939,780) (153,036)
融資活動所得╱（耗用）現金流量淨額 17,881 (81,121) 39,33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增加╱（減少）淨額 760,318 (920,844) 647,539
期初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5,776,336 6,629,275 4,987,452
外幣匯率變動影響淨值 (15,756) (20,840) 141,345

   

期末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6,520,898 5,687,591 5,776,336
於獲得時原本到期日超過三個月的
　非抵押定期存款 667,960 1,042,497 1,229,887
於獲得時原本到期日超過三個月的
　保本型結構性存款 2,749,300 1,729,820 2,819,271
減：歸屬於非持續經營的現金及
　　　現金等值項目 (1,327,176) — —

   

載於合併財務狀況表的現金及銀行存款 8,610,982 8,459,908 9,825,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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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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除了獵豹移動重分類為集團的非持續
經營外，本集團的主要業務沒有重大變化。本集團的持續經營主要從事以下業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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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設計、研究、開發及銷售推廣WPS Office 辦公軟件產品及服務。

本集團的非持續經營通過獵豹移動從事研究、開發和運營信息安全軟件、網絡瀏覽
器、關鍵任務手機應用程序，並提供網絡營銷服務及跨設備的互聯網增值服務。

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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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七年五月二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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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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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非持續經營

於二零一七年二月十二日，本公司與傅先生（獵豹移動的首席執行官兼董事）訂立
投票委託協議。遵照本協議，向傅先生（作為獵豹移動管理層的代表）轉授不多於
399,445,025股獵豹移動B類普通股所附帶的表決權。投票委託協議將於達成股東批准
建議轉授事項及就可能投資機器人業務事項簽訂正式協議先決條件後生效。上述轉
授達成後，本公司將失去對獵豹移動的控制權，會將其於獵豹移動的權益按聯營公
司權益入賬。

獵豹移動構成本集團之「資訊安全及互聯網服務分部」。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
日，本公司的董事認為有很高可能性達成上述轉授。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持
有出售的非流動資產及已終止業務，獵豹移動的資產和負債已被分類為持有待售資
產組的資產和持有待售負債組的負債，獵豹移動的經營業績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合併損益表中列示為非持續經營的損益。合併損益表中的對比數
字進行重述，以反映本集團的持續經營及非持續經營之重新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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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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的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
採納者一致，惟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採納新會計準則及詮釋除外。下列國際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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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會計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動議
國際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就未變現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六年周期之年度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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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收益

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收益為人民幣1,213.4百萬元，較上年同期增長了82%，較上季度下
降了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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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
年第一季度收益總額的67%，22%，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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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來自網絡遊戲的收益為人民幣817.2百萬元，較上年同期增長了
79%，與上季度持平。引人矚目的年度增長主要由於自二零一六年五月成功發佈的《劍
俠情緣1》手遊，以及我們對《劍網3》持續優化用戶體驗的成功。

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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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百萬人，同
比上升72%，環比下降8%。同比增長主要是由於《劍俠情緣1》手遊的成功發佈，環比下
降主要由於老遊戲隨著生命週期的自然衰減。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本集團網絡遊戲月
平均付費賬戶為4.2百萬，較上年同期上升42%，較上季度下降7%。同比上升主要是由於
《劍俠情緣1》手遊備受青睞，以及《劍網3》的玩家擴大，環比下降主要是由於老遊戲隨著
生命週期的自然衰減。

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來自雲服務的收益為人民幣268.4百萬元，較上年同期增長108%，
較上季度增長5%。顯著的同比增長主要由於一些垂直行業的新用戶的需求增長，尤其
是遊戲雲與視頻雲行業。這也反映了金山雲在市場拓展方面的長足進步。金山雲收入環
比的穩健增長主要來自遊戲雲及視頻雲的收入增長，反映了客戶需求量的不斷增長。

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來自辦公軟件及服務及其他的收益為人民幣127.8百萬元，較上年
同期增長58%，較上季度下降41%。強勁的同比增長主要來自WPS網絡廣告推廣服務收
入的增長，這得益於商業化能力的提升。收入的環比下降主要由於WPS辦公軟件銷售和
WPS網絡廣告推廣服務的季節性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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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成本及毛利

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收益成本為人民幣509.4百萬元，較上年同期增長了166%，較上季
度增長了19%。收益成本同比增長主要由於雲服務帶寬及互聯網數據中心成本增加，與
《劍俠情緣1》手遊相關的分成費的增長。收益成本環比增加主要為雲服務帶寬及互聯網
數據中心成本增加。

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毛利為人民幣703.9百萬元，較上年同期增長了48%，較上季度下降
19%；本集團的毛利率為58%，較上年同期下降了十三個百分點，較上季度下降了九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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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及開發（研發）成本，淨額

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研發成本，淨額，為人民幣321.4百萬元，較上年同期增長了34%，
較上季度增長了4%。同比增長主要為人員數及薪金的增長而引起的人員相關成本的增
加。

銷售及分銷開支

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銷售及分銷開支為人民幣81.2百萬元，較上年同期增長47%，較上
季度下降24%。同比增長主要由於某些遊戲的市場推廣和廣告費用的增加。環比減少主
要由於網絡遊戲業務推廣活動的減少。

行政開支

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行政開支為人民幣56.1百萬元，較上年同期增長15%，較上季度增
長12%。該等增加主要為人員成本的增加。

股份酬金成本

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股份酬金成本為人民幣48.7百萬元，較上年同期增長116%，較上季
度增長637%。該等增長主要是由於對特定員工授予的股票獎勵。

扣除股份酬金成本前的營運溢利

由於上述原因，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扣除股份酬金成本前的營運溢利為人民幣313.9百
萬元，較上年同期增長137%，較上季度下降24%。扣除股份酬金成本前的營運溢利率為
26%，較上年同期增加了六個百分點，較上季度下降了六個百分點。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其他收益╱（虧損），淨額錄得虧損人民幣92.3百萬元。二零一七年
第一季度的虧損主要由於對世紀互聯數據中心有限公司（「世紀互聯」）的投資賬面值進
一步計提減值撥備所致。二零一六年第四季度虧損乃主要由於對迅雷網絡技術有限公
司（「迅雷」）和世紀互聯的投資賬面值作出減值撥備所致。二零一六年第一季度淨額錄
得收益主要是處置本公司持有的智谷控股有限公司的股份取得的投資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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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收入

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財務收入為人民幣47.8百萬元，較上年同期增長14%，較上季度增
長15%。

所得稅支出

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所得稅支出為人民幣46.1百萬元，較上年同期增長1%，較上季度下
降23%。扣除股份酬金成本及不可扣稅的投資減值虧損撥備，我們於二零一七年第一季
度的實際稅率為12%。

非持續經營業務本期溢利

非持續經營業務指的為獵豹移動。獵豹移動本期實現溢利人民幣101.9百萬元，較上年同
期增長468%，較上季度增長46%。該等增長主要來自處置了部分投資資產所得的收益。
二零一七年是獵豹的轉型年，將繼續不斷提升獵豹的人工智能技術平台。獵豹相信人工
智能技術為獵豹在移動工具領域帶來了新的機會，也驅動著獵豹移動內容產品的高速
增長。我們十分清晰地看到獵豹的收入增長由高速發展的內容產品驅動。同時，獵豹繼
續優化工具產品的成本結構，保持利潤以支持它內容產品的發展。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由於上述原因，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母公司擁有人應佔的溢利（包括來自持續經營和非
持續經營）為人民幣238.5百萬元，較上年同期增長78%，較上季度下降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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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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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作為對按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合併財
務報表的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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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本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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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扣除股份酬金成本前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包括來自持續經營和
非持續經營）為人民幣285.9百萬元，較上年同期增長44%，較上季度下降2%。截至二零
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和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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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和11%。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資金狀況強勁。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主要的財務資
源以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及原有到期日超過三個月的非抵押存款形式持有，分別為人
民幣5,193.7百萬元和人民幣3,417.3百萬元，總計佔本集團總資產的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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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資產負債率（即總負債除以總資產）為43%，與於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相同。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可換股債券債
務為3,262.9百萬港元（相當於人民幣2,896.8百萬元），以及銀行貸款人民幣335.1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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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籍著與其他亞洲國家進行特許銷
售或通過其海外附屬公司賺取外幣收入。過往人民幣兌換美元、港元及馬來西亞林吉特
的匯價相對穩定。本集團採用了「自然免疫」的外幣風險管理方法，即通過安排一些外幣
支出及開支，將外幣收入和外幣開支相匹配。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以非人民幣計值存款所持的金融資產為人民幣3,8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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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和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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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0百萬元，人民幣100.1百萬元，人民幣761.2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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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和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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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8百
萬元、人民幣177.0百萬元及人民幣125.7百萬元。

重大期後事項

出售Seasun Holdings Limited（「西山居」）股份

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一日，本公司通過其附屬公司與騰訊的附屬公司訂立股權購買協
議，據此，本公司同意出售，騰訊同意以62,617,989.29美元的價格購買西山居的39,819,466
股股份。緊隨交割完成後，本公司於西山居權益由71.99%降至67.65%，而西山居繼續為
本公司之附屬公司。

贖回二零一四年發行的可換股債券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一日，本公司發行二零一九年到期的本金為2,327百萬港元的可換
股債券（「二零一四年可換股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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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二零一四年可換股債券條款規定，在二零一四年可換股債券的部分債券持有人的
選擇下（代表持有二零一四年可換股債券的面值為2,281百萬港元），本公司於二零一七
年四月十一日贖回二零一四年可換股債券的本金外加其應計及未付利息。

於本公告日期，二零一四年可換股債券仍未償還的本金總額為46百萬港元。

管理層概述

金山軟件董事長雷軍先生評述：「二零一七年，我們開啟了一個良好的開端，各方面業
務均取得了穩步的發展。我們的旗艦端遊《劍網3》於低迷的PC遊戲市場環境中，不斷獲
得逆勢增長，而《劍俠情緣1》手遊在第一季度的穩定表現，進一步展現了《劍俠》系列的
巨大IP價值。我們亦很欣慰地看到，目前為止金山雲業務在各垂直業務領域均實現了年
初的既定目標。與此同時，WPS辦公軟件的互聯網廣告推廣服務發展亦超市場預期。未
來，金山軟件將繼續大力拓展遊戲、雲服務及辦公軟件及服務業務。」

金山軟件首席執行官鄒濤先生補充說：「第一季度我們的總收益達到人民幣1,213.4百萬
元，同比增長82%。雖然期內我們對所投資的世紀互聯進行了進一步的減值撥備調整，但
排除該非經常性調整因素後，第一季度經營利潤依然取得了可喜增長，按年增長141%，
達人民幣265.2百萬元。」

我們欣喜地看到二零一七年一季度網路遊戲業務的優異表現。隨著兩個更新版本的發
佈，一季度《劍網3》的收益達人民幣458.2百萬元，較上年同期增長38%，遠超市場預期。
《劍俠情緣1》手遊第一季度在iOS暢銷排名榜上仍保持在前十名。未來幾個月，《劍俠情
緣1》手遊將發佈周年慶版本和新的資料片，並且計劃進入韓國市場，因此公司對其未來
收入保持樂觀態度。

網絡遊戲在業務擴張方面亦取得了里程碑式的進展。騰訊戰略入資西山居，持有西山居
已發行股份總數的9.90%。此舉將有助於西山居和騰訊建立利益聯盟，並聯手打造協同
效應，預期將促進雙方業務發展，進一步擴大市場競爭力，為雙方帶來長期裨益。

金山雲業務領域發展趨勢均符合公司的戰略部署。遊戲雲業務實現了「平衡各產品比重，
多產品組合綁定使用者」的既定目標，年初開始初見成效，收入穩中有增，並成功與手
盟網絡、樂牛遊戲、鎮江傲遊、樂聚互動等重點客戶建立長期合作關係。金山雲與央視
新聞移動網的簽約實現了傳統主流媒體行業的突破，為後續的傳統媒體雲模式拓展了
新思路。視頻雲整體架構進行了大規模的升級和優化，增強了服務穩定性和效率，亦提
升了整體服務品質。未來公司在互聯網領域將繼續以大數據集成平台為切入點，配合其
他合作夥伴在人工智能和反欺詐及企業雲等技術方面的應用，推進這些技術在企業客
戶中的落實。

第一季度辦公軟件及服務收入及其他同比增長58%，其中來自互聯網推廣服務同比增長
遠超預期，主要受益於用戶體驗的改善和產品質量的提升。三月二十七日，金山辦公軟
件與龍芯中科達成了全面戰略合作，旨在進一步優化雙方的產品性能，攜手共建國產自
主可控資訊產業生態。此次戰略合作預期使雙方實現在未來三年內拓展30萬共同用戶
的目標。三月三十一日，WPS office榮登蘋果應用商店首頁推薦榜，充分體現了用戶對
WPS Office價值的關注與認可。在五月八日，北京金山辦公軟件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國證
監會提交於深圳證券交易所創業板上市之申請。此建議分拆將進一步釋放辦公軟件業
務的價值，提升金山辦公的公司形象及品牌知名度，將其業務推進到一個新的高度。



16

雷軍先生總結道：「各業務在第一季度的突出表現讓我們對未來幾個季度的業務發展和
收入增長充滿信心。我們將繼續優化現有產品，同時探索在人工智能領域的新機遇。我
們將充分整合資源優勢以擴大用戶基礎和市場佔有率。同時，我們將加強與合作夥伴的
業務聯繫，提高我們的競爭力，以期繼續推動二零一七年及未來業務的增長。」

承董事會命
金山軟件有限公司

主席
雷軍

香港，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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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