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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软件 (3888 HK; 28.15 港元; 目标价: 32 港元)  
手握“独角兽”  推动新增长    
 
手握优质“独角兽”级别子公司，稀缺性价值将逐步获得认可 
我们认为，公司云、游戏领域主要业务实体金山云、金山办公、西山居均是各自细分行业内独角兽级别企业，

具有较强竞争力，其整体价值将逐步被市场认知。短期 2017Q4-2018Q1 将是新老产品衔接更替时间，2018、

2019 年整体成长可期。 

 

西山居 2018 年端转手新进展值得期待 
在端游市场整体增长放缓市场背景下，《剑网 3》依然高歌猛进，2017Q1-Q3 实现收入 4.15 亿元 (同比

+37.3%)，重制版有望延续其强势增长。2018 年，西山居拟联合腾讯推出《剑侠情缘 2：剑歌行》《剑侠情缘

3：指尖江湖》《云裳雨衣》三部“剑侠情缘”系列重磅手游，有望延续《剑侠情缘 1》的高速增长态势。 

 

金山云资金支持充足，尽享云计算爆发红利 
金山云近期发行 2.593 亿 D 系列优先股再融资 2.2 亿美元，D 系列融资累计达 5.2 亿美元，投后估值 21.2 亿

美元，融资后金山软件持股 51.73%；我国云计算市场规模有望保持 CAGR47%的高速增长，到 2020 年达到

98 亿美元。金山云为国内 IaaS 领域排名前三综合性服务商，通过深耕游戏视频等垂直行业，借力小米等核心

客户资源，拓展医疗、教育等新领域，并结合 AI 等技术构筑综合竞争力，2017 年 H1 营收 5.73 亿元市占率达

6.5%，2015/2016/2017H1 收入同比增长 252%/130%/102%，后续发展值得期待。 

 

金山办公拟登录 A 股，打造办公云服务体系助力 WPS 变现 
移动化与广告变现助力办公软件行业腾飞，2021 年市场规模有望达 109.18 亿元。公司在 PC 端办公软件领域

具有深厚的产品技术及品牌积累，近年来紧抓移动互联网发展机遇，“授权+广告+订阅”模式开启 WPS 增长变

现，去年 9 月移动端/PC 端 MAU 达 1.35/1 亿，实现“双过亿”里程碑。 

 

风险因素 
新游戏延后或端游下滑，云亏损加大，WPS 上市进程受阻。 

 

建议关注 
我们看好公司游戏、云以及办公软件等业务发展前景与互联网巨头的行业地位，维持 2017-2019 年 EPS 预测

至 1.97/1.09/1.47 元 (考虑猎豹一次性收益影响)，对应净利润预测为 27.08/15.03/20.18 亿元。剔除一次性收

益影响后，预期公司业绩高成长已开启。建议继续关注，目标价 32 港元。 
 

资料来源：相关公司、中信证券    风险等级: 由低至高分 1 至 5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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