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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葛珂、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宋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徐垠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6,957,055,079.72 6,843,993,486.59 1.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182,856,882.57 6,068,580,258.44 1.88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1,997,280.26 -2,928,776.26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372,265,142.61 284,398,777.85 30.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0,314,478.53 47,781,217.87 130.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4,009,859.64 32,126,248.00 99.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0 3.92 减少 2.12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 0.13 84.6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 0.13 84.62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39.56 47.44 减少 7.88个百分

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9,930.13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

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

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3,668,68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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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

补助除外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

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

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

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

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

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

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

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

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

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

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

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

的投资收益 

50,712,836.88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

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

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

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8,086,835.03  

合计 46,304,61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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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比例 原因说明 

应收票据  2,086,153.85 -100.00% 
系票据到期承兑

所致。 

预付款项 17,546,844.83 5,322,052.77 229.70% 
主要系预付办公

场所房租所致。 

存货 537,705.20 1,428,104.14 -62.35% 
主要系低值易耗

品领用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8,791,094.54 15,766,894.20 -44.24% 
主要系待抵扣增

值税减少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34,064,938.54 21,856,849.76 55.85% 
主要系新增对外

投资所致。 

预收款项 - 437,673,626.01 -100.00% 
主要系适用新收

入准则所致。 

合同负债 478,158,856.59 - 不适用 
主要系适用新收

入准则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82,001,269.32 155,294,527.97 -47.20% 
主要系一季度发

放上年奖金所致。 

应交税费 26,183,193.51 37,890,686.50 -30.90% 

主要系受业务周

期影响，应交增值

税减少所致。 

其他非流动负债 27,291,128.00  不适用 
主要系适用新收

入准则所致。 

合并利润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比例 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372,265,142.61 284,398,777.85 30.90% 

主要系办公服务

订阅业务持续增

长所致。 

税金及附加 2,005,961.93 4,646,067.67 -56.82% 

主要系 2019年上

市费用对应进项

税在本期抵扣应

交增值税减少，附

加税同步下降所

致。 

销售费用 83,674,688.77 56,367,311.18 48.45% 主要系同期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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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人员储备增

加，进而导致薪酬

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19,806,612.42 13,177,346.59 50.31% 

主要系 2019年底

募集资金到账，理

财收益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30,720,313.23 2,202,455.39 1,294.82% 

主要系 2019年底

募集资金到账，理

财收益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567,821.06 -871,779.94 -34.87% 
主要系应收账款

余额下降所致。 

营业外支出 - -4,999,736.88 不适用 

主要系 2019年预

计负债冲回影响

消失所致。 

净利润 110,314,478.53 47,781,217.87 130.87% 

主要系以上利润

表各项目变动影

响所致。 

合并现金流量表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比例 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31,997,280.26 -2,928,776.26 不适用 

主要系办公服务

订阅业务持续增

长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3,055,017.98 -7,756,692.10 326.15% 

主要系公司闲置

资金购买、赎回理

财产品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一）公司重大诉讼进展情况       

1、侵权诉讼 

2016 年 5 月 25 日，福建福昕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昕软件”）以金山办公

有限（金山办公前身“北京金山办公软件有限公司”）发布的 5 种版本的 WPS 办公软件（含 2016 

个人版、2016 专业版、2016 专业增强版、LinuxAlpha16 和 2016 组合套装，以下统称―侵权诉

讼所涉软件）使用了福昕软件的 PDF 技术涉嫌侵权为由，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 5 起计算机

软件著作权侵权之诉。2017 年 4 月 25 日，福昕软件将（2016）京 73 民初 363/364/365 号三

起案件撤诉并获法院准许。2017 年 8 月 14 日，珠海金山办公被追加为（2016）京 73 民初 

366/367 号两个诉讼案件的第三人。2018 年 4 月 23 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就（2016）京 73 民

初 366 号、（2016）京 73 民初 367 号的案件分别作出一审判决，判决结果均为驳回福昕软件的

诉讼请求。2018 年 5 月 7 日，福昕软件不服（2016）京 73 民初 366 号、（2016）京 73 民初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 

6 / 8 

 

367 号的案件的一审判决，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递交了上诉状，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

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7 月 3 日作出民事判决（2018）京民终 441 号、442 号，驳回福昕

软件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以上内容已在公司于 2019年 10月 25日披露的招股说明书“第十一节

其他重要事项”之“三、行政处罚、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中披露。 

2019 年 12 月 12 日福昕软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人民法院”）提

起再审申请，最高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3 月 7 日受理，公司于 3 月 18 日收到最高人民法院送达的

相关再审文件及应诉通知书。截至本季度报告出具日，公司尚未收到最高人民法院的再审裁定。 

2、违约诉讼 

2016 年 7 月，福昕软件以合同纠纷为由将珠海金山办公诉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案件基

本情况为：2011 年 11 月 9 日，福昕软件与珠海金山办公签署《软件合作开发技术协议》，约定双

方进行技术合作，双方均无付费义务，就涉及商务合作事宜由双方另行协商。福昕软件主张珠海

金山办公的 WPS 办公软件未经许可使用了上述协议规定的“Office 文档格式转 PDF 文档格式”

的福昕软件开发成果，构成合同违约。诉讼请求主要为：（1）终止《软件合作开发技术协议》；（2）

珠海金山办公立即停止使用和宣传其公开发布的含有福昕软件技术的“2013 个人版、2013 企业版

（专业版、专业增强版、组合套装）、2016 个人版、2016 企业版（专业版、专业增强版、组合套

装）、WPS for Linux’ WPS 办公软件桌面端产品”（以下统称“违约诉讼所涉软件”）；（3）珠海金

山办公出具违约诉讼所涉软件桌面端产品的安装用户数量和用户具体资料；（4）珠海金山办公根

据WPS办公软件桌面端产品安装用户数量以每个安装用户2元的价格向福昕软件支付软件技术使

用费；（5）珠海金山办公公司向福昕软件支付律师费人民币拾万元；（6）珠海金山办公公司承担

诉讼费。后该案移送至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理。福昕软件请求变更、增加诉讼请求，将上述第（2）

项诉讼请求变更为“珠海金山办公立即停止使用和宣传其公开发布的含有福昕软件技术的“2013

个人版、2013 抢鲜版、2013 企业版（专业版、专业增强版、组合套装）、2016 个人版、2016 抢鲜

版、2016 企业版（专业版、专业增强版、组合套装）、WPS for Linux’ WPS 办公软件 96 个版本以

及其他版本的桌面端产品”，将上述第（3）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请求判令珠海金山办公出具含有

福昕软件技术的“2013 个人版、2013 抢鲜版、2013 企业版（专业版、专业增强版、组合套装）、

2016 个人版、2016 抢鲜版、2016 企业版（专业版、专业增强版、组合套装）、WPS for Linux’ WPS

办公软件 96 个版本以及其他版本的累计安装用户数量、所有安装用户的具体信息资料”；并增加

要求珠海金山办公公司向福昕软件支付证据公证费 9,000 元及证据复印装订费 2,227 元的诉讼请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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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8 月 22 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就该案进行开庭审理，福昕软件当庭提出变更诉讼

请求，将上述第（2）项诉讼请求变更为―珠海金山办公立即停止使用和宣传其公开发布的含有福

昕软件技术的―2013 个人版、2013 抢鲜版、2013 企业版（专业版、专业增强版、组合套装）、

2016 个人版、2016 抢鲜版、2016 企业版（专业版、专业增强版、组合套装）、WPS for Linux’ 等 

WPS 办公软件 111 个版本的桌面端产品‖，将上述第（3）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请求判令珠海金

山办公出具含有福昕软件技术的―2013 个人版、2013 抢鲜版、2013 企业版（专业版、专业增强

版、组合套装）、2016 个人版、2016 抢鲜版、2016 企业版（专业版、专业增强版、组合套装）、

WPS for Linux’等 WPS 办公软件 111 个版本的桌面端产品的累计安装用户数量、所有安装用户

的具体信息资料（包括自然人姓名、企业名称、地址、联系方式），将上述第（4）项诉讼请求变

更为―珠海金山办公向福昕软件支付软件技术使用费人民币 1 亿元。以上内容已在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25日披露的招股说明书“第十一节其他重要事项”之“三、行政处罚、重大诉讼或仲裁

事项”中披露。  

2020 年 4 月 22 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对上述合同纠纷案件做出一审判决，判决结果为：1）

福昕软件与珠海金山办公 2011 年 11 月 9 日签订的《软件合作开发技术协议》于 2014 年 11 月 18

日终止；2）珠海金山办公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福昕软件赔偿损失 30 万元人民币；3）驳

回福昕软件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542,356 元，由福昕软件负担 540,731 元，由珠海金山办

公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1,625 元。截至本季度报告出具日，该一审判决尚未生效，珠海

金山办公拟在上诉期内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二）公司主要产品月度活跃用户数统计情况 

公司主要产品月度活跃用户数保持稳定增长。 

截至 2020年 3月 31日，公司主要产品月度活跃用户（MAU）已达到 4.47亿。其中 WPS office 

PC版月度活跃用户数 1.68亿；移动版月度活跃用户数 2.71亿；公司其他产品如金山词霸等月度

活跃用户数接近 0.1亿。（同比及环比增幅详见表一）。 

表一：主要产品月度活跃用户数变动表 

日期 2020 年 3 月 2019 年 12 月 2019 年 3 月 年度变动 季度变动 

主要产品月活 4.47 亿 4.11 亿 3.28 亿 36.28% 8.8% 

注：主要产品月度活跃用户数定义为 WPS office及金山词霸各端活跃数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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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

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葛珂 

日期 2020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