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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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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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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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
變動

季度
變動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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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40 1,537,712 1,874,069 32 8
母公司擁有人
　應佔之溢利╱（虧損）* 36,061 (59,258) (1,415,205)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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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損） 0.03 (0.04) (1.04) 不適用 不適用
每股攤薄盈利╱（虧損） 0.03 (0.04) (1.04) 不適用 不適用

*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和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的三個月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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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9百萬元，人民幣(21.6)百萬元和人民幣
(1,372.4)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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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營資料摘要

截至下列日期止三個月
年度
變動

季度
變動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 %

網絡遊戲
每日平均最高同步用戶
　人數 571,992 729,372 680,869 (22) (16)
每月平均付費賬戶 2,021,129 3,430,132 2,542,271 (41) (20)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年度
變動

季度
變動九月 九月 六月

% %

辦公軟件*
月活躍用戶（百萬） 382 287 348 33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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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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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3,491 678,349 569,838
　雲服務 976,339 603,272 918,239
　辦公軟件及服務以及其他 383,110 256,091 385,992

   

2,022,940 1,537,712 1,874,069
收益成本 (1,200,073) (843,209) (1,159,999)

   

毛利 822,868 694,503 714,070
研究及開發成本，淨額 (533,898) (514,519) (498,483)
銷售及分銷開支 (272,162) (228,109) (241,879)
行政開支 (124,995) (114,671) (107,450)
股份酬金成本 (60,003) (50,712) (56,979)
其他收入 46,428 57,310 60,109
其他開支 (10,330) (28,704) (12,409)

   

營運虧損 (132,092) (184,902) (143,021)

其他虧損，淨額 (87,441) (82,868) (1,326,704)
財務收入 71,943 90,412 75,119
財務成本 (98,581) (91,712) (99,297)
分佔溢利及虧損：
　合營公司 8,405 15,866 8,756
　聯營公司 127,556 27,563 (58,296)

   

除稅前虧損 (110,210) (225,641) (1,543,443)
所得稅開支 (28,539) (28,964) (5,143)

   

本期虧損 (138,749) (254,605) (1,548,586)
   

以下人士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36,061 (59,258) (1,415,205)
　非控股權益 (174,810) (195,347) (133,381)

   

(138,749) (254,605) (1,548,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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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損）
基本 0.03 (0.04) (1.04)

   

攤薄 0.03 (0.0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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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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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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虧損 (138,749) (254,605) (1,548,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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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算差額：
　境外實體外幣換算差額 102,253 217,645 41,546
　分佔聯營公司其他綜合收益╱（虧損） 25,747 (9,088) 39,930

   

於後續期間可能重新分類為損益的
　其他綜合收益淨額 128,000 208,557 81,476

   

於後續期間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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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81) (155,787) (65,510)

分佔聯營公司其他綜合收益╱（虧損） 396 (444) (21,655)
   

於後續期間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
　其他綜合虧損淨額 (26,585) (156,231) (87,165)

   

本期其他綜合收益╱（虧損）（除稅後） 101,415 52,326 (5,689)
   

本期綜合虧損總額 (37,334) (202,279) (1,554,275)
   

以下人士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148,569 (19,080) (1,408,634)
　非控股權益 (185,903) (183,199) (145,641)

   

(37,334) (202,279) (1,554,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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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九年 於二零一八年
九月

三十日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405,684 2,036,424
投資物業 62,864 63,943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 288,401
商譽 — 9,559
其他無形資產 41,461 56,382
於合營公司之投資 186,439 155,574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2,90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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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2,614 746,718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122,724 84,044
使用權資產 415,927 —
遞延稅項資產 118,758 96,527
其他非流動資產 87,025 83,220

  

非流動資產總額 6,986,362 7,970,189
  

流動資產
存貨 12,671 11,679
應收貿易賬款 1,906,383 1,184,650
預付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其他資產 1,152,189 906,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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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4,000 —
受限制現金 — 98,102
現金及銀行存款 8,965,435 9,868,809

  

流動資產總額 12,050,678 12,079,623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483,222 947,702
計息銀行貸款 619,678 1,053,393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開支 1,216,318 1,100,560
遞延收益 880,654 722,781
應付所得稅 75,750 86,601
可換股債券負債部分 — 40,171
租賃負債 22,549 —
衍生金融工具 158,725 154,765

  

流動負債總額 4,456,896 4,105,973
  

流動資產淨額 7,593,782 7,973,65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4,580,144 15,94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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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九年 於二零一八年
九月

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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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遞延收益 53,848 29,661
遞延稅項負債 18,917 19,584
計息銀行貸款 125,138 231,224
租賃負債 103,807 —
可贖回可換股優先股負債部分 3,113,911 2,741,771

  

非流動負債總額 3,415,621 3,022,240
  

資產淨額 11,164,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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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95) (18,089)
可換股債券權益部分 — 1,274
其他儲備 8,740,888 10,076,369

  

11,702,878 13,037,839

非控股權益 538,355 (116,240)
  

權益總額 11,164,523 12,921,599
  

簡明合併財務狀況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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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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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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465 5,649 293,985
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淨額 532,289 84,476 156,885
融資活動耗用現金流量淨額 (1,767) (66,191) (96,48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增加淨額 617,987 23,934 354,390

期初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4,236,773 3,251,538 3,859,611
外幣匯率變動影響淨值 (43,365) 19,161 22,772

   

期末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4,811,395 3,294,633 4,236,773

於獲得時原本到期日超過三個月的
　非抵押定期存款 1,054,823 3,470,998 1,150,772
於獲得時原本到期日超過三個月的
　保本型結構性存款 3,099,217 3,088,571 3,592,937

   

載於簡明合併財務狀況表的現金及
　銀行存款 8,965,435 9,854,202 8,980,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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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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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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十一月十三日之董事會決議案批准及授權刊發。

2. 編製基礎及主要會計政策

編製基礎

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乃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國際會計準則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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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應與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以符合本期間之呈列方式，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的若干比較金額亦已重新分類。



9

未經審計簡明合併財務報表附註（續）

2. 編製基礎及主要會計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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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採納於
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生效的新準則及詮釋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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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反向賠償的提前還款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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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劃修改、削減或結算
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長期權益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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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應用日期為二零一九
年一月一日。根據此方法，該準則予以追溯應用，即首次採納的累計影響入賬為對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保留溢利期初餘額的調整，而二零一八年的比較資料並無重
列，並繼續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進行列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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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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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收益

二零一九年第三季度收益為人民幣2,022.9百萬元，較上年同期增長了32%，較上季度增
長了8%。來自網絡遊戲、雲服務和辦公軟件及服務以及其他業務產生的收益分別佔本
集團二零一九年第三季度收益總額的33%，48%和19%。來自這三條業務線的收益按扣
除集團內交易後呈報。

二零一九年第三季度來自網絡遊戲的收益為人民幣663.5百萬元，較上年同期下降了2%，
較上季度增長了16%。收益同比下降主要反映了現有遊戲的收益下降，部分被今年新推
出手遊的收益貢獻所抵銷。收益環比增長主要來自內容持續更新而帶來玩家體驗持續
優化的旗艦遊戲《劍網3》端游的收益環比增加，以及在二零一九年六月上線的《劍網3》
手遊的收益貢獻增加。

二零一九年第三季度來自雲服務的收益為人民幣976.3百萬元，較上年同期增長62%，
較上季度增長6%。同比迅速增長主要來自移動視頻用戶用量的增長及企業雲收益的增
加。環比穩健增長主要來自企業雲收益的增加，源於我們在重點行業領域拓展的進展。

二零一九年第三季度來自辦公軟件及服務以及其他的收益為人民幣383.1百萬元，較上
年同期增長50%，較上季度下降1%。同比增長主要來自WPS Office個人版增值服務收益
的強勁增長。通過我們持續為用戶提供更多實用的會員功能及高品質的資源，用戶活躍
度及付費用戶數持續提升。收益環比微降主要由於第三季度的季節性影響。

收益成本及毛利

二零一九年第三季度收益成本為人民幣1,200.1百萬元，較上年同期增長42%，較上季度
增長3%。同比增長主要是由於與雲服務用戶的使用量增加有關的帶寬及互聯網數據中
心成本增加。

二零一九年第三季度毛利為人民幣822.9百萬元，較上年同期增長18%，較上季度增長
15%。本集團的毛利率為41%，較上年同期下降了四個百分點，較上季度上升了三個百
分點。本集團毛利率同比的下降主要反映了我們業務組合的變化。毛利率環比的提升主
要反映了雲業務運營效率的提升。

研究及開發（「研發」）成本，淨額

二零一九年第三季度研發成本，淨額，為人民幣533.9百萬元，較上年同期增長了4%，
較上季度增長了7%。該等增長由於我們致力於開發新的高附加值的產品和功能，以及
新技術，而加大了研發人員投入。

銷售及分銷開支

二零一九年第三季度銷售及分銷開支為人民幣272.2百萬元，較上年同期增長19%，較上
季度增長13%。該等增長主要由於對渠道及市場推廣的投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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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

二零一九年第三季度行政開支為人民幣125.0百萬元，較上年同期增長9%，較上季度增
長16%。該等增長主要由於專業服務費增加。

股份酬金成本

二零一九年第三季度股份酬金成本為人民幣60.0百萬元，較上年同期增長18%，較上季
度增長5%。該等增長主要由於向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的特定員工新授予的股票及期權
獎勵。

扣除股份酬金成本前的營運虧損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和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期間，扣除股份酬金成本前的營運虧損分別為人民幣72.1百萬元、人民幣134.2百
萬元和人民幣86.0百萬元。

其他虧損，淨額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和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期間，其他虧損淨額分別為人民幣87.4百萬元，人民幣82.9百萬元和人民幣1,326.7
百萬元。二零一九年第二季度的虧損主要是由於Cheetah Mobile Inc.（「獵豹」）的投資賬面
值計提減值撥備所致。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

二零一九年第三季度錄得分佔聯營公司溢利為人民幣127.6百萬元，而二零一八年第三
季度錄得分佔聯營公司溢利人民幣27.6百萬元及二零一九年第二季度錄得分佔聯營公司
虧損人民幣58.3百萬元。二零一九年第三季度的增長主要由於獵豹於本季度確認由於一
個附屬公司發行新股份稀釋的影響導致視同處置的收益。

所得稅開支

二零一九年第三季度所得稅支出為人民幣28.5百萬元，較上年同期下降1%，較上季度增
長455%。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

由於上述原因，二零一九年第三季度母公司擁有人應佔的溢利為人民幣36.1百萬元，而
二零一八年第三季度及二零一九年第二季度的虧損分別為人民幣59.3百萬元及人民幣
1,415.2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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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作為對按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所編製之合併財務報表的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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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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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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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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9百萬元，
而二零一八年第三季度及二零一九年第二季度分別為虧損人民幣21.6百萬元及虧損人民
幣1,372.4百萬元。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和二零一九
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期間，本集團扣除股份酬金成本前的淨利╱（虧損）率分別為4%，
(1%)和(73%)。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資金狀況強勁。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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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65.4百萬元，佔本集團總資產的47%。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產負債率（即總負債除以總資產）為41%，而二零
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36%。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行貸款為人民幣
214.4百萬元及75.0百萬美元（相當於人民幣530.4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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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以非人民幣計值存款所持的金融資產為人民幣2,6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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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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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和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期間，本集團經營活動產生現金淨額分別為人民幣87.5百萬元，人民幣5.6百萬元
和人民幣294.0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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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和二零一九年六二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期間，資本開支所用現金分別為人民幣417.8百萬元、人民幣532.4百萬元及人民幣325.0
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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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概述

金山軟件董事長雷軍先生表示：「二零一九年第三季度我們的各項業務繼續保持良好的
增長勢頭。我們的旗艦端游《劍網3》以及手游《劍俠情緣1》受到廣大玩家的關注，收益環
比增長令人滿意。我們的雲服務業務實現快速增長，同時我們正式發佈了一系列金融雲
解決方案，持續拓寬金融行業客戶。同時，WPS Office個人會員增值服務業務收益保持
強勁增長，並且二零一九年八月發佈的WPS Office 2020國際版亦加強了WPS海外市場的
影響力。我們欣喜地看到北京金山辦公軟件股份有限公司亦計劃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
十八日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科技創新板上市。」

金山軟件首席執行官鄒濤先生補充道：「我們第三季度的收益為人民幣2,022.9百萬元，
同比增長32%，環比增長8%。得益於移動視頻及互聯網優勢領域的鞏固及企業級市場的
突破，雲服務業務的收益同比快速增長。

三季度，我們的旗艦端游《劍網3》和主力手游《劍俠情緣1》收益實現環比增長。二零一九
年八月二十八日，端游《劍網3》十周年發佈會在西安隆重舉辦，與廣大玩家分享了對技
術革新，用戶運營和內容打造的發展前景。手游方面，我們繼續推進多元化產品戰略，
自主研發的二次元手游《雙生視界》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日在日本上線並取得高度評
價，該款遊戲的國服版不久也將登陸國內。四季度，我們將推出《劍網3》二零一九年年
度資料片，為玩家帶來新的遊戲內容和更佳遊戲體驗。

金山視頻雲憑藉領先的基礎設施和技術積累，成功護航汽車之家「818全球汽車夜」以
及「國慶七十周年大閱兵」直播。在二零一九年亞太內容分發（「CDN」）大會中，Kingsoft 
Cloud Holdings Limited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金山雲」）榮獲「CDN領袖獎十大傑出運營企
業」。遊戲雲方面，金山雲與中國電信、英特爾聯合發佈了雲遊戲解決方案，實現客戶
端遊戲秒雲化。在金融雲領域，金山雲通過對外輸出全棧式智慧金融雲解決方案及金山
雲區塊鏈服務（「KBaas」）商用區塊鏈平台，實現最底層的雲基礎設施建設到創建金融生
態。金山雲政務雲與鞍鋼共建的「精鋼雲」工業互聯網平台榮獲「二零一九年十佳上雲優
秀案例」。金山雲與天津市西青區達成戰略合作，合力打造「雲上西青」、並與赤壁市人
民政府、成都市雙流區政府等共同打造大數據產業生態。未來，金山雲將以雲計算為基
礎，融合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助力推動各行業企業級客戶實現智能化、數字
化轉型升級。

辦公軟件及服務業務保持可持續性增長。通過提供全面覆蓋辦公場景的產品及服務，
WPS Office個人會員增值服務業務保持穩健。另外，我們正式發佈了基於知識庫、人工
智能、數據挖掘等技術的WPS Office for Linux新版本。該版本通過將前沿人工智能技術
引入辦公產品，進一步增強了WPS在Linux系統上產品體驗和服務能力。該版本的推出為
我們進一步開拓政企用戶市場帶來新的想像空間。WPS強力佈局海外市場。二零一九年
八月二十八日，WPS Office 2020國際版在印度新德里正式發佈。作為承載WPS海外業務
的旗艦性產品，WPS Office 2020國際版深度整合了包括預裝模板、PDF編輯在內的多項
功能與服務，並首次將macOS用戶端產品正式納入WPS全平台體系。未來我們將通過新
技術賦能，提供領先的適用於辦公場景的各類產品及服務，為全球使用者提供高效辦公
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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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軍先生總結道：「總體而言，在充滿挑戰的局勢下，我們欣然在第三季度達成滿意的
業績。在創新與數位化轉型的趨勢下，金山軟體將在所處行業保持競爭優勢。展望未
來，在雲服務業務及辦公軟件及服務業務的驅動下，我們預計整體業務保持強勁增長。
我們對實現二零一九年的目標保持審慎樂觀態度，並將致力於為股東創造長期價值。」

承董事會命
金山軟件有限公司

主席
雷軍

香港，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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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