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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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換股債券代號：40210）

截至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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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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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

三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三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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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重述）* （經重述）*

收益 1,171,325 887,242 1,481,414 32 (21)
營運溢利 385,159 171,835 511,912 124 (25)
母公司擁有人
　應佔之溢利╱（虧損）** 6,257 (67,764) (99,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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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重述）* （經重述）*

基本每股盈利╱（虧損）
　—  來自本期溢利╱（虧損） 0.00 (0.05) (0.07) 不適用 不適用
　—  來自持續經營溢利 0.19 0.05 0.02 280 850

攤薄每股盈利╱（虧損）
　—  來自本期溢利╱（虧損） 0.00 (0.05) (0.08) 不適用 不適用
　—  來自持續經營溢利 0.18 0.05 0.01 260 1,7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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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soft Cloud Holdings Limited及其附屬
公司（合稱「金山雲」）的經營業績列示為本集團的非持續經營。

**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和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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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持續經營和非持續經營）分別為人民幣
55.2百萬元，人民幣(33.3)百萬元和人民幣(55.9)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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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營資料摘要

截至下列日期止三個月
二零二零年

三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三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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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9,497 570,694 611,620 14 6
每月平均付費賬戶 2,615,561 2,369,662 2,532,584 10 3

於
二零二零年

三月

於
二零一九年

三月

於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
年度變動

%
季度變動

%

辦公軟件*
月活躍用戶（百萬） 447 328 411 36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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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

三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三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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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重述） （經重述）

持續經營
收益
　網絡遊戲 780,739 599,653 915,756
　辦公軟件及服務及其他 390,586 287,589 565,658

   

1,171,325 887,242 1,481,414
收益成本 (201,177) (175,107) (233,242)

   

毛利 970,148 712,135 1,248,172
研究及開發成本，淨額 (355,024) (369,334) (407,859)
銷售及分銷開支 (146,745) (107,186) (228,219)
行政開支 (93,253) (79,385) (130,110)
股份酬金成本 (30,920) (39,275) (38,997)
其他收入 46,881 55,593 83,424
其他開支 (5,928) (713) (14,499)

   

營運溢利 385,159 171,835 511,912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3,318 (1,331) 47,866
財務收入 97,689 49,166 65,293
財務成本 (5,742) (6,188) (4,148)
分佔溢利及虧損：
　合營公司 7,357 2,455 (2,924)
　聯營公司 (64,009) (77,531) (401,708)

   

持續經營業務除稅前溢利 423,772 138,406 216,291
所得稅開支 (64,055) (43,175) (78,126)

   

持續經營業務本期溢利 359,717 95,231 138,165
   

非持續經營
非持續經營業務本期虧損 (480,932) (295,545) (333,215)

   

本期虧損 (121,215) (200,314) (195,050)
   

以下人士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6,257 (67,764) (99,477)
　非控股權益 (127,472) (132,550) (95,573)

   

(121,215) (200,314) (19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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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下列日期止三個月
二零二零年

三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三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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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重述） （經重述）

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
　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基本
　　— 來自本期溢利╱（虧損） 0.00 (0.05) (0.07)

   

　　— 來自持續經營溢利 0.19 0.05 0.02
   

　攤薄
　　— 來自本期溢利╱（虧損） 0.00 (0.05) (0.08)

   

　　— 來自持續經營溢利 0.18 0.05 0.01
   

簡明合併損益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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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綜合收益表

截至下列日期止三個月
二零二零年

三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三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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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虧損 (121,215) (200,314) (19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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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22 (48,435) (63,225)

分佔聯營公司其他綜合收益╱（虧損） 24,903 (17,559) (13,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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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25 (65,994) (76,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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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167 (30,345) 108,810

分佔聯營公司其他綜合收益╱（虧損） (6,007) 1,727 5,321
   

於後續期間將不會重新分類為損益的
　其他綜合收益╱（虧損）淨額 353,160 (28,618) 114,131

   

本期其他綜合收益╱（虧損）（除稅後） 388,985 (94,612) 37,343
   

本期綜合收益╱（虧損）總額 267,770 (294,926) (157,707)
   

以下人士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416,850 (168,269) (65,318)
　非控股權益 (149,080) (126,657) (92,389)

   

267,770 (294,926) (157,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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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財務狀況表

於
二零二零年

三月
三十一日

於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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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9,407 2,913,460
投資物業 65,063 62,504
其他無形資產 21,681 30,938
於合營公司之投資 226,305 270,303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2,355,423 2,437,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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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1,060 746,992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43,268 49,314
使用權資產 546,925 403,737
遞延稅項資產 115,803 107,038
其他非流動資產 9,460 47,276

  

非流動資產總額 5,684,395 7,069,084
  

流動資產
存貨 18,409 16,378
應收貿易賬款 615,817 2,059,031
預付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其他資產 811,323 1,365,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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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926 89,920
現金及銀行存款 11,950,436 13,792,117

  

13,490,911 17,332,539

持有待售資產組 6,683,570 —
  

流動資產總額 20,174,481 17,332,539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286,580 1,501,604
計息銀行貸款 531,383 623,215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開支 533,406 1,690,263
遞延收益 981,328 879,440
應付所得稅 83,130 93,430
租賃負債 56,810 18,260
衍生金融工具 — 128,236

  

2,472,637 4,934,448

持有待售負債組 7,135,628 —
  

流動負債總額 9,608,265 4,934,448
  

流動資產淨額 10,566,216 12,398,09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6,250,611 19,467,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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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財務狀況表（續）

於
二零二零年

三月
三十一日

於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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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667 51,944
遞延稅項負債 40,066 50,691
計息銀行貸款 — 74,351
租賃負債 194,037 97,789
可贖回可換股優先股負債部分 — 3,583,019

  

非流動負債總額 331,770 3,857,794
  

資產淨額 15,918,841 15,609,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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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9,161 2,995,605
庫存股份 (13,964) (14,631)
其他儲備 11,256,440 10,810,858

  

14,246,953 13,797,148

非控股權益 1,671,888 1,812,233
  

權益總額 15,918,841 15,609,381
  



8

簡明合併現金流量表

截至下列日期止三個月
二零二零年

三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三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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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用）現金流量淨額 544,957 (49,780) 493,298
投資活動耗用現金流量淨額 (894,179) (112,063) (2,796,877)
融資活動所得╱（耗用）現金流量淨額 96,561 (496,580) 4,764,449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增加淨額 (252,661) (658,423) 2,460,870

期初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7,329,845 4,544,784 4,811,395
外幣匯率變動影響淨值 24,483 (26,750) 57,580

   

期末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7,101,667 3,859,611 7,329,845

於獲得時原本到期日超過三個月的
　非抵押定期存款 241,000 1,700,565 264,788
於獲得時原本到期日超過三個月的
　保本型結構性存款 6,577,674 3,435,587 6,197,484

減：歸屬於非持續經營的現金及
　現金等值項目 (1,969,905) — —

   

載於簡明合併財務狀況表的現金及
　銀行存款 11,950,436 8,995,763 13,79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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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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除了金山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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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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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雲從事雲服務，包括雲計算、存儲和交付、以及基於
雲的綜合解決方案。

截至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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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
零年五月二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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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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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持續經營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日，本公司股東批准Kingsoft Cloud Holdings Limited分拆並獨
立上市，上市完成後，本集團將失去對金山雲的控制權，而金山雲將成為本公司的
聯營公司。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的董事認為有很高可能性達成上述分
拆及獨立上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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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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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雲的經營業績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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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重大期後事項所述，Kingsoft Cloud Holdings Limited之美國存託股票於二零二零年
五月八日（紐約時間）開始在美國全國證券交易商協會自動報價表（「納斯達克」）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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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的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
採納者一致，惟上述提及的非持續經營以及於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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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號（修訂本） 業務的定義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國際會計準則
　第39號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利率基準變革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及國際會計準則
　第8號（修訂本）

重大性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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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收益

二零二零年第一季度收益為人民幣1,171.3百萬元，較上年同期增長了32%，較上季度下
降了21% 。來自網絡遊戲和辦公軟件及服務及其他的收益分別佔本集團二零二零年第一
季度收益總額的67%和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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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第一季度來自網絡遊戲的收益為人民幣780.7百萬元，較上年同期增長了
30%，較上季度下降15% 。同比增長主要來自用戶活躍度及商業化能力提升的旗艦端游
《劍網3》的健康增長，以及更加豐富的手游產品組合。環比下降主要來自《劍網3》的收益
下降，系由於二零一九年第四季度成功推出大型資料片。

二零二零年第一季度來自辦公軟件及服務及其他的收益為人民幣390.6百萬元，較上年
同期增長36%，較上季度下降31%。同比增長主要來自隨功能及服務升級而用戶規模迅
速擴大的WPS Office訂閱服務收益的增長。環比下降主要由於銷售淡季WPS Office授權業
務及WPS Office網絡廣告推廣服務收益下降，部分被WPS Office訂閱服務收益的穩健及可
持續增長所抵銷。

收益成本及毛利

二零二零年第一季度收益成本為人民幣201.2百萬元，較上年同期增長15%，較上季度下
降14% 。同比增長及環比下降主要反映了相關季度與代理手游收入相關的內容及渠道成
本的變動。

二零二零年第一季度毛利為人民幣970.1百萬元，較上年同期增長36%，較上季度下降
22% 。本集團的毛利率為83%，較上年同期增長了三個百分點，較上季度下降了一個百
分點。同比毛利率提升乃主要由於本季度來自自研遊戲收益貢獻增加，其具有相對較高
的毛利率。

研究及開發（「研發」）成本，淨額

二零二零年第一季度研發成本，淨額，為人民幣355.0百萬元，較上年同期下降了4%，
較上季度下降了13%。同比下降主要為由於疫情影響，研發項目的外包活動减少。環比
下降主要來自本季度階段性減免企業社會和醫療保險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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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及分銷開支

二零二零年第一季度銷售及分銷開支為人民幣146.7百萬元，較上年同期增長37%，較上
季度下降36%。同比增長主要由於辦公軟件及服務業務（「WPS業務」）持續擴大企業級市
場而加大的銷售及市場推廣力度導致費用增加。環比下降主要由於二零二零年第一季
度市場推廣活動减少。

行政開支

二零二零年第一季度行政開支為人民幣93.3百萬元，較上年同期增長17%，較上季度下
降28% 。同比增長主要由於員工相關成本及專業服務費增加。環比減少主要為專業服務
費的減少。

股份酬金成本

二零二零年第一季度股份酬金成本為人民幣30.9百萬元，較上年同期和上季度均下降
21%。

扣除股份酬金成本前的營運溢利

由於上述原因，二零二零年第一季度扣除股份酬金成本前的營運溢利為人民幣416.1百
萬元，較上年同期增長97%，較上季度下降24%。二零二零年第一季度扣除股份酬金成
本前的營運溢利率為36%，較上年同期增加了十二個百分點，較上季度下降了一個百分
點。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二零二零年第一季度錄得其他收益淨額為人民幣3.3百萬元，而二零一九年第一季度錄
得其他虧損淨額為人民幣1.3百萬元，二零一九年第四季度錄得其他收益淨額為人民幣
47.9百萬元。二零一九年第四季度的其他收益淨額主要由於當季度視作出售附屬公司部
分權益所得收益所致。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

二零二零年第一季度錄得分佔聯營公司虧損人民幣64.0百萬元，而二零一九年第一季度
錄得分佔聯營公司虧損人民幣77.5百萬元及二零一九年第四季度錄得分佔聯營公司虧損
人民幣401.7百萬元。該等虧損主要來自Cheetah Mobile Inc.及其附屬公司於該季度確認的
損失。

所得稅開支

二零二零年第一季度所得稅支出為人民幣64.1百萬元，較上年同期增長48%，較上季度
下降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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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持續經營業務本期虧損

非持續經營業務本期虧損反映了來自金山雲的虧損。二零二零年第一季度非持續經營
業務損失為人民幣480.9百萬元，二零一九年第一季度為虧損人民幣295.5百萬元，二零
一九年第四季度為虧損人民幣333.2百萬元。損失的絕對值增加與金山雲收入增長和業
務擴張相關。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

由於上述原因，二零二零年第一季度母公司擁有人應佔的溢利（包括持續經營業務和非
持續經營業務）為人民幣6.3百萬元，而二零一九年第一季度及二零一九年第四季度分別
為虧損人民幣67.8百萬元及虧損人民幣99.5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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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第一季度扣除股份酬金成本前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包括持續經營業務和
非持續經營業務）為人民幣55.2百萬元，而二零一九年第一季度及二零一九年第四季度
分別為虧損人民幣33.3百萬元及虧損人民幣55.9百萬元。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和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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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和(2%)。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資金狀況強勁。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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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50.4百萬元，佔本集團總資產的46%。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資產負債率（即總負債除以總資產）為38%，而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36%。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銀行貸款為75.0
百萬美元（相當於人民幣531.4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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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幣風險管理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以非人民幣計值存款所持的金融資產為人民幣9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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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用）的現金淨額

本集團經營活動產生╱（耗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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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和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三個月，本集團經營活動（包括持續經營業務和非持續經營業務）產生╱（耗用）現金
淨額分別為人民幣545.0百萬元，人民幣(49.8)百萬元和人民幣493.3百萬元。

資本開支

資本開支指本集團就收購業務、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而產生的現金付款。截至二零二零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和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
月，資本開支所用現金（包括持續經營業務和非持續經營業務）分別為人民幣328.0百萬
元、人民幣278.5百萬元及人民幣340.5百萬元。

重大期後事項

Kingsoft Cloud Holdings Limited之美國存託股票於二零二零年五月八日（紐約時間）開始在
納斯達克買賣。在其首次公開發售中，Kingsoft Cloud Holdings Limited按每股美國存託股
票17美元的發售價於行使超額配股權前發行及出售30,000,000股美國存託股票，其中本
公司認購及已獲包銷商分配1,175,000股美國存託股票。於二零二零年五月十日（紐約時
間），根據由Kingsoft Cloud Holdings Limited授出之超額配股權，包銷商行使購股權購買
額外4,500,000股美國存託股票。因此，本集團失去對金山雲的控制權。

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九日，本公司發行本金額為3,100百萬港元之五年期可換股債券，
年息0.625%，每半年予以付息。可換股債券可由債券持有人依其選擇權按每股35.7637港
元（可予調整）之價格轉換為本公司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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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概述

金山軟件董事長雷軍先生表示：「一季度業績為二零二零年奠定了良好開端，公司各項
業務發展穩定，並在應對新冠疫情挑戰方面表現出色。同時，疫情也加速了所有行業的
數字化轉型及線上協作，為我們的未來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隨着WPS更廣泛應用於遠
程辦公，雲辦公產品和服務的運營表現得到顯著提升。旗艦端游《劍網3》表現穩健，收
益同比持續增長。此外，金山雲也在二零二零年五月八日（紐約時間）成功在納斯達克上
市。雲服務業務一季度保持強勁增長。作為金山雲的最大股東，我們對其未來發展充滿
信心。我們現正處於後疫情時代的數字變革浪潮中，發展前景可期，同時也矢志成為這
空前的新數字時代的贏家。」

金山軟件首席執行官鄒濤先生補充說：「二零二零年第一季度，雖然面臨疫情的爆發，
我們積極開局，總收益為人民幣1,171.3百萬元，同比增長32%。辦公軟件及服務及其他，
以及網絡遊戲業務同比分別增長36%及30%。

二零二零年第一季度，北京金山辦公軟件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金山辦公」）
業務穩健發展，WPS全線產品全球月活躍用戶再創新高，主要得益於雲辦公產品和服務
業務長勢良好。在線文檔產品金山文檔表現尤其亮眼，並已發展成為國內規模最大的在
線協作工具之一。WPS Office和金山文檔龐大的用戶規模優勢進一步鞏固了金山辦公在
國內辦公市場的領先地位。本季度，為抗擊新冠疫情，支持社會各界遠程辦公和復工復
產，金山辦公向各類政府機構、企業、學校和醫療機構免費提供了超過400萬個商業協
作版雲辦公賬號；超百家政府單位及行業協會採用WPS業務旗下一站式雲辦公服務平台
WPS+作為其遠程辦公首選產品。辦公業務繼續加碼辦公軟件自主創新，北京金山辦公
軟件股份有限公司榮獲信息技術創新應用「先鋒企業」稱號，並首批入駐國家網絡安全
產業園經開區信創園；「WPS Office 2019安全版辦公軟件」獲得《2019年網信自主創新報
告》「補天獎」及中國信息技術創新應用「優秀產品與技術獎」。這些突破為授權業務更好
把握「雲辦公、信息技術應用創新和新基建」領域的產業機遇奠定了堅實基礎。未來，金
山辦公將進一步發揮其技術優勢，繼續保持在文檔和信息處理領域的主導地位和良好
口碑，並積極優化用戶體驗，把最簡單高效的辦公產品和服務帶給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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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度，網絡遊戲業務收益和用戶增速同比保持強勁增長，體現了我們精品化研發
的能力及持續豐富的IP內涵。旗艦端游《劍網3》收益和日均活躍用戶分別同比增長33%和
20%，劍俠系列其他端游收益同比增長44%。手游方面，主力手游《劍俠情緣手游》和《魔
域》在本季度繼續表現穩健。

在新冠疫情爆發期間，我們積極響應國內防疫工作的號召，通過在遊戲內設立募捐板
塊、提供免費遊戲登錄等多個慈善項目，不斷向社會傳遞正能量，擴大IP影響力。

在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二日，端游《劍網3》推出全新資料片「結廬在江湖」，為玩家帶來
全新的遊戲體驗。展望未來，我們將繼續專注於精品內容創作，並進一步提升研運一體
化，從而為長期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雷軍先生總結道：「儘管爆發新冠疫情，我們很欣慰第一季度依然取得令人滿意的成績。
公司業務展現了強大的抗壓性，增強了我們對自身業務模式和未來發展充滿信心。展望
未來，我們將持繼續加大在重點領域的投資力度，不斷提升產品和服務質量，創新業務
模式，致力為客戶提供更優質的產品和服務。」

承董事會命
金山軟件有限公司

主席
雷軍

香港，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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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