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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是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次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以公司

正常经营业务为基础，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不会因该关联交易对关联人产生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4 日召开第

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合计为 27,610 万元人民
币。 其中收入项为 5,510 万元，支出项为 22,100 万元。 关联董事雷军、求伯君、刘伟、
邹涛、葛珂回避表决，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独立
董事认为： 公司在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按照市场价格定价，符合“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 关联方已遵循了公正规范处理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进行回避表
决。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交易内
容

本次预计
金额（万
元）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年年初至
2020年 2月
29日与关联
人累计已发
生的交易金
额（万元）

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万

元）

占 同 类
业 务 比
例（％）

本次预计金额
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关
联人
购买
商品

小米通讯技术有限
公司

购买小
米产品
用于测
试及市
场营销
活动

200 / 0.6 34.72 0.27

日常采购通过
公开渠道进
行，以较宽口
径预估

小米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购买小
米产品
用于测
试及市
场营销
活动

400 / 0 134.54 1.06

日常采购通过
公开渠道进
行，以较宽口
径预估

小计 600 / 0.6 169.26

向关
联人
销售
产
品 、
商品

武汉市金山小额贷
款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技
术服务、
推广服
务等

1,500 / 22.65 143.43 0.35
业务增长较
快、预计增加
技术服务

北京小米移动软件
有限公司

提供
WPS授
权及广
告推广

600 / 94.34 373.09 0.41 业务自然发展

珠海金山网络游戏
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
WPS授

权
100 / 0 0 0 业务自然发展

北京金山云网络技
术有限公司

提供
WPS授

权
600 / 0 84.96 0.17 客户云与办公

协同增加

日本金
山作为
wps日本
地区独
家代理，
销售 wps

1,200 / 152.99 956.30 1.93 业务自然发展

小计 4,000 / 269.98 1,557.78

向关
联人
提供
劳务

广州小米信息服务
有限公司

广告平
台合作 300 / 24.67 29.73 0.07 新接入小米广

告联盟系统

小米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提供邮
件定制
服务

300 / 0 398.25 0.59

北京金山志远技术
有限公司

技术授
权费 900 / 0 0 0 新入股关联方

小计 1,500 / 24.67 427.98

接受
关联
人提
供的
劳务

北京多看科技有限
公司

租赁及
综合服
务费

3,800 / 461.91 0 0
北京办公场地
搬迁至小米科
技园

珠海金山软件有限
公司

租赁及
综合服
务费

2,500 / 279.82 2,018.07 44.36 人员增加较快

武汉金山软件有限
公司

租赁及
综合服
务费

500 / 53.83 218.32 4.80 人员增加较快

北京金山软件有限
公司

综合服
务费 800 / 112.02 370.89 8.15 人员增加较快

金山云网络技术有
限公司

接受其
IDC/

CDN服
务

9,600 / 1,112.07 6,188.33 55.53
客户云化程度
加深提升相关
费用

金瑞迅博网络技术
有限公司

接受其
图片检
测服务

100 / 4.74 77.45 5.94 业务自然发展

广州小米信息服务
有限公司

接受推
广服务 1,500 / 132.32 666.36 35.72 海外拓展增加

深圳小米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接受推
广服务 500 / 13.96 0 0 用户推广部分

费用拆分

北京大麦地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接 受 思
维 导 图
和 流 程
图服务

500 / 123.14 343.32 5.54 业务自然发展

小计 19,800 / 2,293.81 9,882.74

委托
关联
人销
售产
品 、
商品

北京小米电子产品
有限公司

WPS课
程在小
米平台
播放

10 / 0.13 0.31 0 业务自然发展

小计 10 / 0.13 0.31 /

接受
关联
人委
托代
为销
售其
产
品、
商品

北京数科网维技术
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其
OFD产

品
1,500 / 0 0 0 OFD业务推广

较快

北京金山云网络技
术有限公司

销售其
云产品 200 / 0 0 0 客户云与办公

协同程度增加

小计 1,700 0 0 /

合计 / / 27,610 2,589.19 12,038.07 /

（三）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交易内容

上年（前次）
预计金额（万

元）

上年（前次）实
际发生金额
（万元）

预计金额与实际
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关联方采
购商品

小米通讯技术有
限公司

采购小米产品用于测试
及市场营销活动 50 34.72

通过公开渠道采
购，以较宽口径预
估

小米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采购小米产品用于测试
及市场营销活动 200 134.54

通过公开渠道采
购，以较宽口径预
估

小计 250 169.26 /

向关 联 人 销
售产品、商品

北京小米移动软
件有限公司

提供 WPS 授权及市场
推广服务 600 373.09 小米实际使用相

关广告资源较少
武汉金山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 销售会员、推广服务等 300 143.43 以较宽口径预估

日本金山作为 wps 日本
地区独家代理， 销售
wps

1,000 956.30 不适用

小计 1,900 1472.82 /

向关 联 人 提
供的劳务

小米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提供邮件定制服务 450 398.25 不适用

北京金山安全软
件有限公司 提供市场推广服务 100 0 实际未发生

小计 550 398.25 /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金山云网络技术
有限公司 采购其 IDC/CDN 6,100 6,188.33 不适用

珠海金山软件有
限公司

租赁办公用房及接受后
勤服务 2,070 2,018.07 不适用

北京金山软件有
限公司

租赁办公用房及接受后
勤服务 400 370.89 不适用

武汉金山软件有
限公司

租赁办公用房及接受后
勤服务 230 218.32 不适用

广州小米信息服
务有限公司 接受推广服务 1,050 666.36 相关推广未实际

执行完成
金瑞迅博网络技
术有限公司 接受其图片检测服务 100 77.45 不适用

大麦地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接受思维导图和流程图
服务 400 343.32 不适用

小计 10,350 9,882.74 /
接受关联人
委托代为销
售其产品、商
品

金山云网络技术
有限公司 代理销售增值产品 400 0 未实际发生

小计 400 0 /

合计 / / 13,450 11,923.07 /
注：2019 年实际发生关联交易中金山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代理销售 WPS 授

权， 交易金额 84.96 万元； 小米电子产品有限公司平台销售 WPS 课程， 交易金额
0.31 万；接入广州小米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米盟广告平台，交易金额 29.73 万；该三
项交易起步较晚，交易金额较小、为偶发性关联交易，未列入前次关联交易预估。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1、小米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2）法定代表人：王川
（3）注册资本：13,000 万美金
（4）成立日期：2010 年 8 月 25 日
（5）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二旗中路 33 号院 6 号楼 9 层 019 号
（6）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二旗中路 33 号院 6 号楼 9 层 019 号
（7）主营业务：销售智能手机、销售生态链企业产品及提供客户服务
（8）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Xiaomi HK Limited
（9）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8 年末，总资产为 5,926,007 万元，净资产为 1,091,885 万元，2018 年实

现营业收入为 13,355,611 万元，净利润为 4,217 万元。
2、武汉市金山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法定代表人：刘伟
（3）注册资本：5 亿
（4）成立日期：2017 年 12 月 13 日
（5）住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 77 号光谷金融港 B24 栋 2 层 205

室
（6） 主要办公地点：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 77 号光谷金融港 B24

栋 2 层 205 室
（7）主营业务：小额贷款业务
（8）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成都金山数字娱乐科技有限公司
（9）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8 年末，总资产为 51,449.08 万元，净资产为 49,939.82 万元，2018 年实

现营业收入为 201.35 万元，净利润为-72.45 万元。
3、北京小米移动软件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2）法定代表人：王川
（3）注册资本：28,800 万元人民币
（4）成立日期：2012 年 5 月 8 日
（5）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二旗中路 33 号院 6 号楼 8 层 018 号
（6）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二旗中路 33 号院 6 号楼 8 层 018 号
（7）主营业务：软硬件开发及提供软件相关服务
（8）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小米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9）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8 年末，总资产为 1,693,531 万元，净资产为 1,218,327 万元，2018 年实

现营业收入为 157,220 万元，净利润为 637,427 万元。
4、珠海金山网络游戏科技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法定代表人：邹涛
（3）注册资本：1,000.00 万
（4）成立日期：2009 年 01 月 21 日
（5）住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前岛环路 325 号 102 室、202 室、302 室、402

室，327 号 102 室、202 室，329 号 302 室区
（6）主要办公地点：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前岛环路 325 号 102 室、202 室、302

室、402 室，327 号 102 室、202 室，329 号 302 室
（7）主营业务：计算机软件的开发、批发、零售；计算机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不含许可经营项目）。
（8）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成都西山居互动娱乐科技有限公司
（9）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8 年末，总资产为 176,596.86 万元，净资产为 37,548.70 万元，2018 年

实现营业收入为 70,351.34 万元，净利润为 13,980.70 万元。
5、广州小米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2）法定代表人：洪锋
（3）注册资本：100 万元人民币
（4）成立日期：2016 年 12 月 29 日
（5）住所：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万博二路 79 号 3510
（6）主要办公地点：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万博二路 79 号 3510
（7）主营业务：提供广告及技术服务
（8）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北京小米移动软件有限公司
（9）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8 年末，总资产为 331,102 万元，净资产为 15,541 万元，2018 年实现营

业收入为 958,365 万元，净利润为 14,873 万元。
6、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雷军
（3）注册资本：185,000 万元人民币
（4）成立日期：2010 年 3 月 3 日
（5）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二旗中路 33 号院 6 号楼 6 层 006 号
（6）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二旗中路 33 号院 6 号楼 6 层 006 号
（7）主营业务：电子商务业务
（8）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雷军
（9）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8 年末，总资产为 1,331,589 万元，净资产为 543,816 万元，2018 年实现

营业收入为 169,475 万元，净利润为 26,093 万元。
7、北京多看科技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2）法定代表人：王川

（3）注册资本：1000.000000 万人民币
（4）成立日期：2010 年 02 月 10 日
（5）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二旗中路 33 号院 6 号楼 11 层 001 号
（6）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二旗中路 33 号院 6 号楼 11 层 001 号
（7）主营业务：技术推广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

电脑图文设计；美术设计；销售家用电器、电子产品、通讯设备；产品设计；工程勘察
设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

（8）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雷军
（9）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8 年末，总资产为 90,643 万元，净资产为 3,636 万元，2018 年实现营业

收入为 12,188 元，净利润为 368 万元。
8、珠海金山软件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法定代表人：邹涛
（3）注册资本：21550.000000 万
（4）成立日期：1993 年 03 月 01 日
（5）住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前岛环路 329 号 701 室
（6）主要办公地点：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前岛环路 329 号 701 室
（7）主营业务：生产和销售自产的电脑软件，自产软件的培训及售后服务，自有

物业租赁
（8）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珠海金山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9）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8 年末，总资产为 114,548.91 万元，净资产为 33,478.93 万元，2018 年

实现营业收入为 7,297.05 元，净利润为-1,303.68 万元。
9、武汉金山软件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2）法定代表人：邹涛
（3）注册资本：10000.000000 万
（4）成立日期：2017 年 12 月 04 日
（5）住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 77 号光谷金融港 B24 栋 2 层 201

室
（6）主要办公地点：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 77 号光谷金融港 B24

栋 2 层 201 室
（7）主营业务：计算机科技领域内、网络科技领域内、通信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电脑动画设计；计算机软硬件、通信产品（不含
无线发射设备）的批发兼零售；商务信息咨询（不含商务调查）；广告设计、制作、代
理、发布；物业管理；房屋租赁服务。

（8）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成都金山互动娱乐科技有限公司
（9）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8 年末，总资产为 10,513.15 万元，净资产为 10,393.14 万元，2018 年实

现营业收入为 247.62 万元，净利润为 398.51 万元。
10、北京金山软件有限公司
（1）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邹涛
（3）注册资本：1000.000000 万人民币
（4）成立日期：1994 年 07 月 01 日
（5）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小营西路 33 号金山软件大厦 1 层西区
（6）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小营西路 33 号金山软件大厦 1 层西区
（7）主营业务：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销

售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电子元器件；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
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出租办公用房；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销售玩具、礼品；
餐饮管理；批发、零售电子出版物；销售食品；餐饮服务。

（8）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珠海金山软件有限公司
（9）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8 年末，总资产为 17,105.25 万元，净资产为 7,257.59 万元，2018 年实

现营业收入为 4,405.50 万元，净利润为-1,517.64 万元。
11、北京金山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2）法定代表人：王育林
（3）注册资本：20000 万人民币
（4）成立日期：2011-03-25
（5）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小营西路 33 号 3F02 室
（6）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小营西路 33 号 3F02 室
（7）主营业务：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 ;技

术进出口 ;计算机系统服务;销售自行开发的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设
备、家用电器、电子产品 ;委托加工计算机及辅助设备 ;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互
联网数据中心业务、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内容分发网络业务、第一类增值电信
业务中的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9 年 04 月
29 日);利用信息网络经营游戏产品 (含网络游戏虚拟货币发行)(网络文化经营许可
证有效期至 2020 年 10 月 30 日);经营电信业务。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
经营活动 ;经营电信业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8）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珠海金山云科技有限公司
（9）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
截至 2018 年末，总资产为 400,434.57 万元，净资产为-4,391.92 万元，2018 年

实现营业收入为 228,798.61 元，净利润为 27,690.94 万元。
12、北京金瑞迅博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王育林
（3）注册资本：1000 万元
（4）成立日期：2015.12.17
（5）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小营西路 33 号 4 层 4F03 室
（6）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小营西路 33 号 4 层 4F03 室
（7）主营业务：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技

术进出口；计算机系统服务；销售医疗器械二类、自行开发的产品、计算机、软件及
辅助设备、通讯设备；互联网信息服务；经营电信业务；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销售
第三类医疗器械。

（8）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金山云（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9）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18 年末，总资产为 45,952.43 万元，净资产为-137,689.24 万元，2018 年

实现营业收入为 511.07 万元，净利润为-109,873.25 万元。
13、深圳小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2）法定代表人：林斌
（3）注册资本：65,000 万元人民币
（4）成立日期：2019 年 9 月 29 日
（5）住所：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登良社区东滨路与南光路交汇处永新时代广

场 1 号楼 19 层 1901
（6）主要办公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登良社区东滨路与南光路交汇处永

新时代广场 1 号楼 19 层 1901
（7）主营业务：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8）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小米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14、北京小米电子产品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2）法定代表人：林斌
（3）注册资本：2700 万美元
（4）成立日期：2012 年 1 月 9 日
（5）住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五路 58 号院 5 号楼 7 层 707 室
（6）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五路 58 号院 5 号楼 7 层

707 室
（7）主营业务：销售智能硬件
（8）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Xiaomi HK Limited
（9）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8 年末，总资产为 691,040 万元，净资产为 91,327 万元，2018 年实现营

业收入为 1,411,002 万元，净利润为 27,193 万元。
15、北京金山志远办公软件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2）法定代表人：皮霞林
（3）注册资本：5000.000000 万人民币
（4）成立日期：2014 年 04 月 09 日
（5）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小营西路 33 号 2F06 室
（6）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小营西路 33 号 2F06 室
（7）主营业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推广、技术转让；企业管理；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咨询；经济贸易咨询；投资咨询；企业策划、设计；计
算机技术培训

（8）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皮霞林
（9）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 2018 年末，总资产为 6.30 元，净资产为-17,173.70 元，2018 年实现营业收

入为 0 元，净利润为-329.98 元。
16、北京大麦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欧阳丽
（3）注册资本：6.2492 万元
（4）成立日期：2014 年 12 月 11 日
（5）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唐家岭村南 2 幢楼房一层 8132 号
（6）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唐家岭村南 2 幢楼房一层 8132 号
（7）主营业务：ProcessOn 在线作图工具；流程图、思维导图、原型图、网络拓扑

图、白板及其他类似图形的作图工具及其分享社区。
（8）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欧阳丽、天津麦地科技中心（有限合伙）、张莹、北

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9）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 2018 年末， 总资产为 1,008.66 万元， 净资产为 520.08 万元，2018 年实现

营业收入为 81.65 元，净利润为-265.02 万元。
17、北京数科网维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秦俊峰
（3）注册资本：2857 万元
（4）成立日期：2006 年 3 月 6 日
（5）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 55 号 1 号楼 13 层 13-2A
（6）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 55 号 1 号楼 13 层 13-2A
（7）主营业务：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计算机系统服务；数

据处理；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
（8）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马亚杰、刘丹、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冠群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9）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8 年末，总资产为 3,454.94 万元，净资产为 2,585.25 万元，2018 年实现

营业收入为 2,653.60 元，净利润为 830.51 万元。
18、KINGSOFT 株式会社
（1）类型： 株式会社
（2）法定代表人：冯达
（3）注册资本：6 亿 1920 万日元
（4）成立日期：2005 年 3 月 9 日
（5）住所：東京都港区赤坂四丁目 15 番 1 号赤坂 Garden City 4 楼
（6）主要办公地点：東京都港区赤坂四丁目 15 番 1 号赤坂 Garden City 4 楼
（7）主营业务：软件开发以及销售
（8）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Cheetah Technology Corporation Limited、EP DREAM

TECHNOLOGY LIMITED、Kingsoft Office Software Corporation Limited、Kingsoft
Corporation Limited

（9）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9 年末，总资产为 10,620 万元，净资产为 7,208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

收入为 116,981,094 元，净利润为 718 万元。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序号 关联人名称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1 小米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2 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3 武汉市金山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4 北京小米移动软件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5 珠海金山网络游戏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6 广州小米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7 北京多看科技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8 珠海金山软件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9 武汉金山软件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10 北京金山软件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11 金瑞迅博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12 深圳小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13 北京小米电子产品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14 北京金山志远办公软件有限公司 过去 12个月内为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15 北京金山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16 控股股东联营企业且本公司参股

17 北京大麦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对其具备重大影响之本公司参股企业
18 北京数科网维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对其具备重大影响之本公司参股企业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依法持续经营，过往发生的交易能正常实施并结算，具备良好的履

约能力。 公司将就 2020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与相关关联方签署合同或协
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四）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与相关关联方 2020 年度的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商品、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委托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等，关联交易价格遵循公
平、自愿原则，根据具体产品的规格型号以及客户定制需求、市场价格确定。

（五）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该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及子公司）将根据

业务开展情况与相关关联方签署具体的交易合同或协议。
三、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公司经常性关联交易主要为向关联方租用房屋、接受关联方提供的综合服务、

向关联方采购商品、向关联方提供技术服务或销售产品等。
基于各项关联交易价格遵循公平、自愿原则，公司向关联方租用房屋、接受关

联方提供的综合服务， 由于公司在租赁房屋时均选择办公条件及综合服务质量较
好的场所，双方租赁关系稳定；接受关联方服务及采购商品，公司在其产品中提供
的云端服务不断增多，同时整体行业中也呈现从传统 IDC 转向更灵活、性价比更优
的云服务的趋势，导致云服务在公司整体 IDC/CDN 成本中占比提高。 个人订阅客
户数量增长迅速，对云文档存储的需求量快速增长，导致公司对网络服务器、云存
储等设备及服务的采购量增长较快，从而导致与金山云关联交易金额增长较快；公
司采购小米相关推广服务及商品预计增长较快， 基于小米为全球重要硬件设备公
司，在公司日常采购商品及推广服务中份额合理，具有业务合理性；公司代理销售
参股公司之商品及劳务，系战略协同需要，具有业务合理性。

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商品、与关联方间接受劳务和提供劳务的交易，符合公司正
常生产经营的客观需要。公司将根据公司章程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的规定，严格履
行相关关联交易的审批流程，确保交易公平公允，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二）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合理性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均遵循协商一致、公平交易的原则，依据具

体产品的规格型号指导价及客户定制需求、市场价格确定交易价格。该等关联交易
属于公司的正常业务，有利于公司经营业务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该等关联交易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会产生不利
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三）关联交易的持续性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 2020 年度的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系关联方基于经营需要采

购公司产品，以及公司基于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需要向关联方采购，该等关联交易
均系在公平、自愿的基础上按照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保持较
为稳定的合作关系，在公司的生产经营稳定发展的情况下，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关
联交易将持续存在。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上述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事项已经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予以回避
表决，独立董事已就该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已发表
同意意见。截至目前，上述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 的规定。 公司上述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均为公司开展日常经营活动所
需，未损害上市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不会对上市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上市
公司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综上所述，金山办公根据生产经营的
实际需要预计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保荐机构对此事项无异议。

五、上网公告附件
（一）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二）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二）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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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年 3 月 24 日召开的第二
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继续使用闲
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在保证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同意
公司（包括直接或间接控股的子公司）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370,000 万元
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低风险理财产品，有效期自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至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同时
授权董事长签署有关法律文件或就相关事项进行决策， 并同意具体投资活动由公司财务
部负责组织实施。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使用自有暂时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1、投资目的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

理财产品，增加公司收益。
2、资金来源及投资额度
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来源为公司或全资、控股子公司的暂时闲置自有资金，额度

为不超过人民币 370,000万元，在上述额度和决议有效期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3、投资品种

投资的品种为银行投资期限不超过 12个月的低风险理财产品。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
定严格控制风险，对理财产品进行严格评估，选择风险较低，流动性较好，投资回报相对
较好的理财产品。

4、决议有效期
决议有效期为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至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
5、实施方式
在额度范围内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签署有关法律文件或就相关事项进行决策，

具体投资活动由公司财务部共同负责组织实施。
6、信息披露
公司将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规则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7、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拟购买理财产品的受托方均为银行，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投资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措施
1、投资风险
（1）由于受市场波动的影响，理财产品存在一定的利率风险；
（2）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地介入，因此短期投资的实

际收益不可预期；
（3） 由于国家宏观政策和市场相关政策的变化可能影响理财产品预期收益或者理

财本金安全，因此投资存在政策风险；
（4）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风险。
2、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上述投资额度内签署相关合

同文件。 公司财务部门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
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及子公司购买标的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风险可控。 同时，严
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筛选投资对象，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经营
效益好、资金运作能力强的单位所发行的产品。 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及时跟踪理财产品
投向，如果发现潜在的风险因素,将组织评估,并针对评估结果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
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及子公司已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建立健全公司资金管理的专项制度，规
范现金管理的审批和执行程序，确保现金管理事宜的有效开展和规范运行。

（4）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本次基于规范运作、防范风险、谨慎投资、保值增值的原则，运用闲置自有资

金购买低风险、 流动性高的理财产品， 是在保证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的前提下实施
的，未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造成影响。

2、公司通过进行适度的保本理财产品投资，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投资效益,
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0 年 3月 24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六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继续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包括
下属的全资、控股子公司）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370,000 万元购买理财
产品， 有效期自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至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同时授权董事长签署有关法律文件或
就相关事项进行决策，并同意具体投资活动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 该事项尚需提
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同日
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
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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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授权继续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每 10 股派发现金 3 元(含税)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

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 拟维持分配总额不

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北京金山

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 339,104,182.57 元。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公司 2019 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
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

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 元（含税）。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461,000,000 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138,300,000 元（含
税）。 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金额占公司 2019 年度归母净利润比例为 34.53%。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回购
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
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现金派发总额、每股转增比例不变，相应调整每股派发金
额、转增总股数，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4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并同意将该方案提交
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认为：经审查，我们认为，根据公司的长远发展战略，并结合

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以及考虑公司 2020 年度经营规划，本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实
际情况和发展需要,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提出的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同意将该方案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4 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充分考虑了公
司盈利情况、 现金流状态及资金需求等各种因素， 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符合公司经营现状，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同意本次利润分配方
案并同意将该方案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现金分红对上市公司每股收益、现金流状况、生产经营的影响分析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结合了公司发展阶段、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对公司

经营现金流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二）其他风险说明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特此公告。

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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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

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 日搬迁至
新地址办公， 公司主要办公地址由北京市海淀区清河毛纺路 10 号院 1 号楼变更为
北京市海淀区西二旗中路 33 号院小米科技园 D 栋。 详见公司 2020 年 1 月 17 日披
露于指定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金山办公关于主要办公地址变更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01）。

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4 日以现场会议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第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部
分条款的议案》, 拟对第五条公司住所做出相应修改， 同时对第一百三十一条及第
一百三十三条等做出适当修改，增加有关副董事长产生方式及职权的相关内容。

本议案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章程备案等相关事宜尚需经公司 2019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员办理。

变更情况具体如下：
原《公司章程》相关条款 修改后《公司章程》相关条款

第五条 公司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小营西路 33号二层
商业办公 C区

第五条 公司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二旗中路 33号
院小米科技园 D栋

第十八条 公司发行的股票，以人民币标明面值，每股
面值 1元。

公司的发起人、认购股份数、持股比例、出资方式
如下：

……

第十八条 公司发行的股票，以人民币标明面值，每
股面值 1元。

公司的发起人、认购股份数、持股比例、出资方
式、出资时间如下：

……

第一百三十一条 董事会设董事长 1人， 由董事会全
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第一百三十一条 董事会设董事长 1人，副董事长 1
人，由董事会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第一百三十三条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
务时，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履行职务。

第一百三十三条 副董事长协助董事长工作， 董事
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时，由副董事长履
行职务； 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
的，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履行职务。

第二百一十六条 本章程自股东大会通过并自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生效。

第二百一十六条 本章程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生
效。

除上述条款修改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以工商登记机关最终核准的内容为
准。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全文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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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