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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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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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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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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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三月
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三月

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同比變動 環比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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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3,015 1,559,607 1,822,110 19 2
營運溢利 499,451 512,061 331,399 (2) 51
母公司擁有人
　應佔溢利╱（虧損） 99,386 116,572 (335,10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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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7 0.09 (0.24) (22) 不適用
每股攤薄盈利╱（虧損） 0.06 0.08 (0.25) (25)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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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營資料摘要

於
二零二二年

三月

於
二零二一年

三月

於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
同比變動

%
環比變動

%

辦公軟件
主要產品月活躍設備數*
　（百萬） 572 498 544 15 5

   

於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同比變動

%

累計付費用戶數**（百萬） 25.37 19.62 29
  

* 主要產品月活躍設備數定義為WPS Office及金山詞霸各端月活躍設備數合併，不包含金山文檔等產品數據。

** 累計付費用戶數定義為在中國大陸過去十二個月內發生付費行為的個人付費用戶（不含一次性零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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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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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
　辦公軟件及服務 871,118 770,992 903,901
　網絡遊戲及其他 981,897 788,615 918,209

   

1,853,015 1,559,607 1,822,110
收益成本 (350,684) (243,742) (372,524)

   

毛利 1,502,331 1,315,865 1,449,586
研究及開發成本 (608,259) (491,002) (684,258)
銷售及分銷開支 (269,066) (204,527) (307,777)
行政開支 (147,245) (147,618) (155,461)
股份酬金成本 (74,204) (31,730) (73,094)
其他收入 99,680 90,726 108,399
其他開支 (3,786) (19,653) (5,996)

   

營運溢利 499,451 512,061 331,399
其他收益，淨額 23,027 32,992 27,676
財務收入 115,021 90,030 114,868
財務成本 (36,997) (35,158) (35,545)
分佔溢利及虧損：
　合營公司 (3,042) (9,100) (9,507)
　聯營公司 (274,650) (224,920) (579,869)

   

除稅前溢利╱（虧損） 322,810 365,905 (150,978)
所得稅開支 (33,736) (66,131) (52,685)

   

本期溢利╱（虧損） 289,074 299,774 (203,663)
   

以下人士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99,386 116,572 (335,102)
　非控股權益 189,688  183,202 131,439

   

289,074 299,774 (203,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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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7 0.09 (0.24)

   

　攤薄 0.06 0.08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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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綜合收益表

截至下列日期止三個月
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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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溢利╱（虧損） 289,074 299,774 (203,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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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列貨幣換算差額 27,685 (28,475) 68,500
　視作出售一間聯營公司的
　　重新分類調整 534 687 1,712

分佔聯營公司其他綜合收益╱（虧損） (9,668) 42,489 (72,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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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51 14,701 (2,769)

   

於後續期間將不會重新分類為損益的
　其他綜合收益╱（虧損）：
換算差額：
　呈列貨幣換算差額 (41,174) 23,854 (95,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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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允價值變動（除稅後） — — (2,307)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其他綜合收益 — 21,057 16,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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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74) 44,911 (81,931)

   

本期其他綜合收益╱（虧損）（除稅後） (22,623) 59,612 (84,700)
   

本期綜合收益╱（虧損）總額 266,451 359,386 (288,363)
   

以下人士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79,497 175,561 (414,260)
　非控股權益 186,954 183,825 125,897

   

266,451 359,386 (288,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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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財務狀況表

於
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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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8,448 1,258,503
投資物業 161,818 157,111
使用權資產 521,304 488,728
商譽 185,564 185,564
其他無形資產 117,164 121,859
於合營公司之投資 143,079 146,121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12,106,924 12,130,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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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18 8,418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226,436 226,969
遞延稅項資產 123,471 124,674
其他非流動資產 39,845 35,098

  

非流動資產總額 14,912,471 14,883,603
  

流動資產
存貨 17,987 18,577
應收貿易賬款 881,404 839,268
預付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其他資產 1,850,715 1,691,939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4,421,493 2,902,205
受限制現金 2,502 9,382
現金及銀行存款 14,359,029 16,190,138

  

流動資產總額 21,533,130 21,651,509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459,307 423,40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開支 868,990 1,426,585
租賃負債 78,529 50,804
合約負債 2,114,925 2,003,324
應付所得稅 183,171 192,071

  

流動負債總額 3,704,922 4,096,184
  

流動資產淨額 17,828,208 17,555,32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2,740,679 32,438,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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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財務狀況表（續）

於
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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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約負債 135,374 143,807
遞延稅項負債 1,003,619 1,029,633
租賃負債 158,770 154,455
可換股債券負債部分 2,259,850 2,248,587
其他非流動負債 64,516 63,830
衍生金融工具 6,426 6,426

  

非流動負債總額 3,628,555 3,646,738
  

資產淨額 29,112,124 28,792,190
  

權益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5,308 5,308
股份溢價賬 2,493,500 2,490,650
庫存股份 (55,019) (15,259)
可換股債券權益部分 468,700 468,700
其他儲備 21,974,214 21,834,670

  

24,886,703 24,784,069

非控股權益 4,225,421 4,008,121
  

權益總額 29,112,124 28,792,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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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現金流量表

截至下列日期止三個月
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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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量淨額 188,616 238,250 861,240
投資活動耗用現金流量淨額 (227,744) (791,474) (1,326,964)
融資活動耗用現金流量淨額 (109,399) (476) (3,003)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淨額 (148,527) (553,700) (468,727)

期初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4,553,428 4,455,271 5,052,618
外幣匯率變動影響，淨額 (11,206) 1,812 (30,463)

   

期末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4,393,695 3,903,383 4,553,428

於獲得時原本到期日超過三個月的
　非抵押定期存款 5,121,144 4,865,167 4,997,482
於獲得時原本到期日超過三個月的
　保本型結構性存款 4,844,190 5,815,168 6,639,228

   

載於簡明合併財務狀況表的
　現金及銀行存款

14,359,029 14,583,718 16,19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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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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自二零零七年十月九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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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設計、研究、開發及銷售推廣WPS Office辦公軟件產品及服務；及

‧ 研究及開發遊戲，以及提供端遊及手遊服務。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乃根據於二零二二年
五月二十四日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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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乃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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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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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與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年度合併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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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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的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
應用者一致，惟採納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生效之新準則及詮釋除外。

本集團已就本年度財務報表首次採納下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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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述概念框架
國際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本） 物業、廠房及設備：擬定用途前之所得款項
國際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本） 虧損性合約－履行合約之成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八年至
 二零二零年週期的年度改進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第9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41號之修訂本

上述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概無對本集團產生重大財務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已頒佈惟尚未生效的任何其他準則、詮釋或修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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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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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收益

二零二二年第一季度的收益為人民幣1,853.0百萬元，較上年同期增長19%，較上季度增
長2%。來自辦公軟件及服務和網絡遊戲及其他的收益分別佔本集團二零二二年第一季
度收益總額的47%及53%。

二零二二年第一季度來自辦公軟件及服務業務的收益為人民幣871.1百萬元，較上年同
期增長13%，較上季度減少4%。同比增長主要是由於北京金山辦公軟件股份有限公司
（「金山辦公」）及其附屬公司（合稱「金山辦公集團」）的個人及機構訂閱業務持續增長，
部分被機構授權及互聯網廣告業務減少所抵銷。個人訂閱業務增長主要得益於用戶基
數不斷擴大及長期付費用戶佔比提升。機構訂閱業務增長主要得益於政企用戶的雲化
進程和滲透率增加。機構授權業務減少主要由於二零二一年第一季度信創基數相對較
高。互聯網廣告業務減少乃由於為提升用戶體驗而進行戰略收縮所致。環比減少主要是
由於互聯網廣告業務的收益減少。

二零二二年第一季度來自網絡遊戲及其他業務的收益為人民幣981.9百萬元，較上年同
期增長25%，較上季度增長7%。增長主要是由於二零二一年第四季度成功推出若干手
遊，進一步豐富了我們的遊戲矩陣，部分被現有遊戲收益減少所抵銷。

收益成本及毛利

二零二二年第一季度的收益成本為人民幣350.7百萬元，較上年同期增長44%，較上季度
減少6%。同比增長主要是由於：i）網絡遊戲業務的渠道成本及員工相關開支增加；及
ii）金山辦公集團的服務器及帶寬成本、服務和產品採購成本以及渠道成本增加。環比
減少主要由於金山辦公集團渠道成本減少。

二零二二年第一季度的毛利為人民幣1,502.3百萬元，較上年同期增長14%，較上季度增
長4%。本集團的毛利率為81%，較上年同期下降三個百分點，較上季度增加一個百分
點。

研究及開發（「研發」）成本

二零二二年第一季度的研發成本為人民幣608.3百萬元，較上年同期增長24%，較上季度
減少11%。同比增長主要是由於我們對研發及創新持續投入以為用戶創造價值，導致員
工人數以及員工相關開支增加。環比減少主要由於金山辦公集團計提獎金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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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及分銷開支

二零二二年第一季度的銷售及分銷開支為人民幣269.1百萬元，較上年同期增長32%，較
上季度減少13%。同比增長主要是由於手遊業務的營銷支出增加，以及金山辦公集團增
加員工相關開支以擴大政企市場的佈局。環比減少主要反映手遊業務的營銷支出減少，
部分被金山辦公集團員工相關開支增加所抵銷。

行政開支

二零二二年第一季度的行政開支為人民幣147.2百萬元，與上年同期持平，較上季度減
少5%。環比減少主要是由於員工相關開支減少。

股份酬金成本

二零二二年第一季度的股份酬金成本為人民幣74.2百萬元，較上年同期增加134%，較上
季度增加2%。同比增加主要是由於於二零二一年六月向本公司部分附屬公司的選定僱
員授出獎勵股份。

扣除股份酬金成本前的營運溢利

二零二二年第一季度扣除股份酬金成本前的營運溢利為人民幣573.7百萬元，較上年同
期增加5%，較上季度增長42%。

其他收益，淨額

二零二二年第一季度的其他收益淨額為人民幣23.0百萬元，而二零二一年第一季度及第
四季度的其他收益淨額分別為人民幣33.0百萬元及人民幣27.7百萬元。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

二零二二年第一季度錄得分佔聯營公司虧損人民幣274.7百萬元，而二零二一年第一季
度及第四季度分別錄得分佔虧損人民幣224.9百萬元及人民幣579.9百萬元。

所得稅開支

二零二二年第一季度的所得稅開支為人民幣33.7百萬元，較上年同期減少49%，較上季
度減少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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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

由於上述原因，二零二二年第一季度的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人民幣99.4百萬元，而
二零二一年第一季度及二零二一年第四季度分別為溢利人民幣116.6百萬元及虧損人民
幣335.1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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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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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相信，扣除股份酬金成本前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將有助於投資者更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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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任何其他經營業績
指標。此外，扣除股份酬金成本前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可能與其他公司所採
用的相近名稱的數據不具可比性。

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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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4百萬元，
而二零二一年第一季度及二零二一年第四季度分別為溢利人民幣139.6百萬元及虧損人
民幣292.4百萬元。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扣除股份酬金成本影響的淨溢利╱（虧損）率分別為8%、
9%和(16%)。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資金狀況強勁。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主要財務資
源以現金及銀行存款以及受限制現金的形式持有，分別為人民幣14,359.0百萬元及人民
幣2.5百萬元，總計佔本集團總資產的39%。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資產負債率（即總負債除以總資產）為20%，而於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21%。

附註：
本集團管理現金時考慮的現金資源包括但不限於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銀行存款、受限制現金及以公允價值計量
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現金資源總額為人民幣18,751.9百萬元。

外幣風險管理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以非人民幣貨幣計值存款所持的金融資產為人民
幣2,821.1百萬元。由於並無具成本效益的對沖措施應對人民幣波動，故如有任何與我們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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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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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反映本集團在上述三個月期間的溢利╱（虧損），已就非現金項
目（如折舊、無形資產攤銷及股份酬金成本）及若干財務狀況表項目（如合約負債、其他
應付款項及應計開支）變動之影響作出調整（視乎情況而定）。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三個月，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分別為人民幣188.6百萬元、人民幣238.3百萬元
及人民幣861.2百萬元。

資本開支

資本開支指就收購業務、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而產生的現金付款。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
三十一日、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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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1百萬元、人民幣75.1百萬元及人民幣78.4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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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概述

本公司董事長雷軍先生表示：「面對新形勢和新挑戰，我們把握數字化產業發展機遇，
核心業務實現良好開局。第一季度，金山辦公集團持續推進「多屏、雲、內容、AI、協
作」戰略，持續升級雲化辦公服務及解決方案，不斷拓展用戶和提升滲透率。網絡遊戲
業務聚焦精品研發，並推進核心遊戲的長線運營及海外市場的拓展。」

本公司首席執行官鄒濤先生補充說：「第一季度，集團整體業績穩中有進，總收益為人
民幣1,853.0百萬元，同比增長19%。第一季度，隨著個人和機構用戶的訂閱收入增加，
辦公軟件及服務業務同比增長13%；由於二零二一年第四季度上線手遊的貢獻，網絡遊
戲及其他業務同比增長25%。

本季度，國內個人辦公服務訂閱業務同比強勁增長，由個人用戶基數不斷擴大，及用戶
屬性持續向長期轉化驅動。同時，金山文檔在疫情期間發揮高效的協作功能，助力用戶
共享信息，帶動用户主動上傳雲文檔數持續增長。在政企訂閱業務方面，金山辦公集團
不斷提升雲和協作解決方案品質，不斷刷新政企用戶在「雲和協作」領域的應用體驗，有
效提升客戶的雲化進程和滲透率。金山辦公集團持續優化其解決方案功能，不斷加強生
態建設和渠道能力，持續開拓數字政府及產業數字化商機。

本季度，於二零二一年底推出的《劍俠世界3》表現亮眼，再次證明我們的研發實力和精
細化運營的優勢。同時，我們持續優化新上線產品，二零二二年四月新獲版號的《劍網
3緣起》在五月開啟公測。面對全球化趨勢，我們積極佈局中國大陸以外的市場，《劍俠
世界3》在二零二二年三月於東南亞上線。《武林閑俠》已在二零二二年四月於香港、澳
門、台灣地區上線，也將在本年第三季度於韓國上線。」

雷軍先生總結道：「一季度為全年業績奠定穩固基礎。展望未來，我們將堅持「技術立
業」，保持研發投入，持續強化產品及服務能力，優化用戶體驗，與用戶及合作夥伴共
創未來。」

承董事會命
金山軟件有限公司

主席
雷軍

香港，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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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