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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ibili Inc.
嗶哩嗶哩股份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以不同投票權控制的有限責任公司）
（股份代號：9626）

2 0 2 1年第四季度及 2 0 2 1財政年度
未經審計的財務業績公告

我們謹此宣佈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第四季度及2021財政年度的未經審核財務業績（「2021
年第四季度及2021財政年度業績公告」）。2021年第四季度及2021財政年度業績公告可於
香港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 )及我們的網站( http://ir.bilibili.com/ )閱覽。

承董事會命
嗶哩嗶哩股份有限公司

陳睿
主席

香港，2022年3月3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主席陳睿先生、董事徐逸先生及李旎女士、獨立董事JP GAN先生、何震宇先生、
李豐先生及丁國其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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嗶哩嗶哩股份有限公司宣佈2021年第四季度及2021財政年度業績

上海，2022年3月3日 — 嗶哩嗶哩股份有限公司（「嗶哩嗶哩」或「本公司」）（納斯達克代
號：BILI及港交所代號：9626），中國年輕一代的標誌性品牌及領先的視頻社區，今日宣
佈其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第四季度及財政年度的未經審核財務業績。

2021年第四季度摘要：

‧ 淨營業額總額達人民幣5,780.8百萬元（907.1百萬美元），較2020年同期增加51%。

‧ 月均活躍用戶（月活用戶）達271.7百萬，而移動端月活用戶達252.4百萬，較2020年同
期分別增加35%及35%。

‧ 日均活躍用戶（日活用戶）達72.2百萬，較2020年同期增加34%。

‧ 平均每月付費用戶（月均付費用戶1）達24.5百萬，較2020年同期增加37%。

嗶哩嗶哩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陳睿先生表示：「過去三年裏，嗶哩嗶哩實現了相當
可觀的增長，用戶規模增長了超過一倍，收入規模增長了近兩倍。2021年第四季度，月
活用戶同比增長35%達271.7百萬。同期，社區的用戶仍然保持高活躍度及參與度，日活
用戶同比增長34%，用戶日均使用時長達82分鐘。在「視頻化」的浪潮下，我們的增長勢
頭仍然強勁。邁入2022年，我們將繼續致力於踐行高質量增長戰略，進一步擴大用戶基
礎；並會在高黏性的視頻社區中積極探索商業化機會。與此同時，我們還將聚焦執行力
的提升，並提高各條業務線的運營效率。」

嗶哩嗶哩首席財務官樊欣先生表示：「我們第四季度總收入達人民幣58億元，全年總收
入達人民幣194億元，同比分別增長51%及62%。第四季度，廣告收入實現了120%的同比
增長，帶動了總營收的增長。第四季度月均付費用戶增至近2,500萬，同比增長37%，付
費率亦增長至9.0%。2021年，我們的商業化能力持續提升，單月活用戶收入同比增長
20%。展望2022年，在堅持踐行增長戰略的同時，我們亦將審慎地控制支出並收窄虧損
率。截至2021年底，我們的現金儲備達到人民幣302億元，現金狀況保持健康，為我們應
對不斷變化的行業格局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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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第四季度財務業績

淨營業額總額。淨營業額總額為人民幣5,780.8百萬元（907.1百萬美元），較2020年同期增
加51%。

移動遊戲。移動遊戲營業額為人民幣1,295.4百萬元（203.3百萬美元），較2020年同期增加
15%。增加主要是由於我們新推出的移動遊戲大受歡迎所致。

增值服務。增值服務營業額為人民幣1,894.5百萬元（297.3百萬美元），較2020年同期增加
52%，主要是由於本公司加強了商業化能力建設，且本公司增值服務包括大會員、直播
服務及其他增值服務的付費用戶數量均有增加所致。

廣告。廣告營業額為人民幣1,587.6百萬元（249.1百萬美元），較2020年同期增加120%。此
增加主要是由於嗶哩嗶哩品牌在中國線上廣告市場得到進一步認可，以及嗶哩嗶哩的
廣告效率有所提高所致。

電商及其他。電商及其他營業額為人民幣1,003.3百萬元（157.4百萬美元），較2020年同期
增加35%，主要是由於本公司電商平台的產品銷售增加所致。

營業成本。營業成本為人民幣4,683.0百萬元（734.9百萬美元），較2020年同期增加62%。
收入分成成本（營業成本的主要組成）為人民幣2,428.5百萬元（381.1百萬美元），較2020年
同期增加91%，主要是因為向直播主和內容創作者支付的收入分成增加，以及在我們擴
充移動遊戲和增值服務之際向分銷渠道支付的款項增加所致。

毛利潤。毛利潤為人民幣1,097.8百萬元（172.3百萬美元），較2020年同期增加16%。

經營開支總額。經營開支總額為人民幣3,097.3百萬元（486.0百萬美元），較2020年同期增
加68%。

銷售及營銷開支。銷售及營銷開支為人民幣1,761.6百萬元（276.4百萬美元），同比增加
73%。此增加主要是由於推廣嗶哩嗶哩的應用程序及品牌的渠道及營銷開支增加，以及
本公司移動遊戲的宣傳開支增加所致。

一般及行政開支。一般及行政開支為人民幣538.1百萬元（84.4百萬美元），同比增加57%。
此增加主要是由於一般及行政人員、股權激勵費用、呆賬撥備、租金開支及其他一般及
行政開支增加所致。

研發開支。研發開支為人民幣797.6百萬元（125.2百萬美元），同比增加65%。此增加主要
是由於研發人員及股權激勵費用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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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虧損。經營虧損為人民幣1,999.5百萬元（313.8百萬美元），2020年同期則為人民幣
903.4百萬元。

所得稅開支。所得稅開支為人民幣32.8百萬元（5.1百萬美元），2020年同期則為人民幣14.8
百萬元。

淨虧損。淨虧損為人民幣2,095.8百萬元（328.9百萬美元），2020年同期則為人民幣843.7百
萬元。

經調整淨虧損2。經調整淨虧損（為非公認會計準則指標，不含股權激勵費用、通過業務
收購獲得的無形資產相關的攤銷開支、通過業務收購獲得的無形資產相關的所得稅，以
及對上市公司的投資的公允價值變動（收益）╱虧損）為人民幣1,659.8百萬元（260.5百萬美
元），2020年同期則為人民幣691.5百萬元。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及經調整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2。每股基本及攤薄淨虧損為人民幣
5.34元（0.84美元），2020年同期則為人民幣2.34元。經調整每股基本及攤薄淨虧損為人民
幣4.22元（0.66美元），2020年同期則為人民幣1.91元。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定期存款及短期投資。截至2021年12月31日，本公司的現金及現金
等價物、定期存款及短期投資為人民幣302億元（47億美元），截至2020年12月31日則為人
民幣128億元。

近期發展

於2021年11月，本公司完成發售於2026年到期的可換股優先票據（「票據」），本金總額
1,600百萬美元。本公司計劃將票據所得款項淨額用於豐富內容、研發投資，以及其他一
般企業用途。

2021年財政年度財務業績

淨營業額總額。淨營業額總額為人民幣194億元（30億美元），較2020年增加62%。

移動遊戲。移動遊戲營業額為人民幣51億元（798.9百萬美元），較2020年增加6%。

增值服務。增值服務營業額為人民幣69億元（11億美元），較2020年增加80%，主要是由
於本公司加強了商業化能力建設，且本公司增值服務包括大會員、直播服務及其他增值
服務的付費用戶數量均有增加所致。

廣告。廣告營業額為人民幣45億元（709.8百萬美元），較2020年增加145%。此增加主要是
由於嗶哩嗶哩品牌在中國線上廣告市場得到進一步認可，以及嗶哩嗶哩的廣告效率有
所提高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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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商及其他。電商及其他營業額為人民幣28億元（444.8百萬美元），較2020年增加88%，
主要是由於本公司電商平台的產品銷售增加所致。

營業成本。營業成本較2020年人民幣92億元上升67%至人民幣153億元（24億美元）。收入
分成成本（營業成本的主要組成）為人民幣77億元（12億美元），較2020年增加77%。

毛利潤。毛利潤為人民幣40億元（634.5百萬美元），較2020年增加42%。

經營開支總額。經營開支總額為人民幣105億元（16億美元），較2020年增加75%。

銷售及營銷開支。銷售及營銷開支為人民幣58億元（909.3百萬美元），同比增加66%。此
增加主要是由於推廣嗶哩嗶哩的應用程序及品牌的渠道及營銷開支增加，以及本公司
移動遊戲的宣傳開支，加上銷售及營銷人員增加所致。

一般及行政開支。一般及行政開支為人民幣18億元（288.3百萬美元），同比增加88%。此
增加主要是由於一般及行政人員、股權激勵費用、呆賬撥備、租金開支及其他一般及行
政開支增加所致。

研發開支。研發開支為人民幣28億元（445.6百萬美元），同比增加88%。此增加主要是由
於研發人員、股權激勵費用以及其他研發開支增加所致。

經營虧損。經營虧損為人民幣64億元（10億美元），2020年則為人民幣31億元。

所得稅開支。所得稅開支為人民幣95.3百萬元（15.0百萬美元），2020年則為人民幣53.4百
萬元。

淨虧損。淨虧損為人民幣68億元（11億美元），2020年則為人民幣31億元。

經調整淨虧損2。經調整淨虧損（為非公認會計準則指標，不含股權激勵費用、通過業務
收購獲得的無形資產相關的攤銷開支、通過業務收購獲得的無形資產相關的所得稅，以
及對上市公司的投資的公允價值變動（收益）╱虧損）為人民幣55億元（862.7百萬美元），
2020年則為人民幣26億元。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及經調整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2。每股基本及攤薄淨虧損為人民幣
17.87元（2.80美元），2020年則為人民幣8.71元。經調整每股基本及攤薄淨虧損為人民幣
14.42元（2.26美元），2020年則為人民幣7.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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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財務資料的附註

本新聞稿所披露的未經審核財務資料乃屬初步資料。將載入表20-F內本公司截至2021年
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報中的財務報表及相關附註仍在進行審核。此外，由於本公司在財
務匯報方面的內部監控所進行的審核（與《2002年薩班斯 — 奧克斯利法案》第404條有關）
尚未完成，本公司概不就內部監控於2021年12月31日的效果作出聲明。

待審核工作完成後，或會發現財務報表須予調整，可能導致本公司經審核財務報表與此
份初步未經審核財務資料之間出現重大差異。

本公司股份回購計劃及管理層擬購買股份

本公司今日宣佈，董事會已批准一項股份回購計劃，據此，本公司可於未來24個月內回
購最多5億美元的美國存託股。本公司擬進行的回購視乎市況並根據適用規定及法規可
不時作出，可在公開市場上以現行市價進行、以自行談判交易進行、通過大宗交易及╱
或其他法律允許的方式進行。本公司計劃以現有現金結餘撥資進行回購。

此外，嗶哩嗶哩主席兼首席執行官陳睿先生已知會本公司，彼有意於未來24個月內使用
其私人資金，在公開市場購買最多1,000萬美元的本公司美國存託股。

展望

本公司現時對2022年第一季度淨營業額進行了展望，預計將達到人民幣53億元至人民幣
55億元。

上述展望是基於目前市況，並反映本公司的初步估計，而該等初步估計均受不同的不確
定因素所影響，包括與現時新冠疫情有關的不確定因素。

1 付費用戶指在我們的平台上就多項產品及服務付款的用戶數，包括在遊戲進行的消費和增值服務消費（不包
括在我們的電商平台上消費）。使用同一註冊賬戶為我們平台上的不同產品和服務進行消費的用戶將被視為
一位付費用戶，我們將猫耳的付費用戶數計入總付費用戶中，而不消除重複用戶。

2 經調整淨虧損以及經調整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均為非公認會計準則財務指標。有關非公認會計準則財務指標
的更多資料，請參閱「使用非公認會計準則財務指標」一節以及此份公告結尾所載的「公認會計準則及非公認
會計準則業績的未經審核調節表」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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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會議

本公司管理層將於2022年3月3日美國東部時間上午七時正（2022年3月3日北京╱香港時
間下午八時正）召開業績電話會議。

電話會議詳情如下：

活動名稱： 嗶哩嗶哩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四季度及2021財政年度業績電話會議
會議編號： 7272119
註冊鏈接： http://apac.directeventreg.com/registration/event/7272119

所有與會者須於電話會議召開前使用上文提供的鏈接完成在線註冊程序。註冊後，各與
會者將收到一組用以參與電話會議的與會者撥入號碼、活動密碼及獨有登記編號。

此外，電話會議的網上直播及存檔可於本公司投資者關係網站 http://ir.bilibili.com 獲取。

電話會議的重播可於電話會議結束兩小時後至2022年3月10日止通過致電以下號碼收聽：

美國： +1-855-452-5696
國際： +61-2-8199-0299
香港地區： 800-963-117
中國大陸： 400-632-2162
重播登入編號： 7272119

關於嗶哩嗶哩股份有限公司

嗶哩嗶哩是中國年輕一代的標誌性品牌及領先的視頻社區，將「豐富中國年輕人的日常
生活」作為公司使命。嗶哩嗶哩以「你感興趣的視頻都在B站」作為品牌主張，向用戶提供
廣泛的視頻內容。圍繞著有文化追求的用戶、高質量的內容、有才華的內容創作者以及
他們之間強大的情感紐帶，嗶哩嗶哩構建了自己的社區。同時，嗶哩嗶哩引領了標誌性
的互動功能「彈幕」，在播放界面同時展示觀看同一視頻的用戶的評論和感想，革新了觀
看體驗並激發了用戶間的共鳴。嗶哩嗶哩現已成為中國年輕人各類興趣的聚集地，是向
世界推廣中國文化的前沿。

有關更多資料，請訪問：http://ir.bilibil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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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非公認會計準則財務指標

本公司使用經調整淨虧損、經調整每股及每股美國存託股基本及攤薄淨虧損等非公認
會計準則指標，以評估其經營業績以及用於制定財務和經營決策。本公司認為，非公認
會計準則指標剔除股權激勵費用、通過業務收購獲得的無形資產相關的攤銷開支、通過
業務收購獲得的無形資產相關的所得稅以及對上市公司的投資的公允價值變動虧損╱
收益（非現金費用）的影響，將有助於識別其業務的基本趨勢。本公司認為非公認會計準
則財務指標提供了關於本公司經營業績的實用資料、增強對本公司過往表現及未來前
景的整體理解，並且有助於更清晰地了解本公司管理層在財務和經營決策中所使用的
核心指標。

非公認會計準則財務指標並非美國公認會計準則所界定的指標，且並無根據美國公認
會計準則呈列。非公認會計準則財務指標作為分析工具有局限性，且於評估本公司的經
營表現、現金流量或流動資金時，投資者不應單獨考慮該等指標，或取代根據美國公認
會計準則編製的淨虧損、經營活動提供的現金流量或其他合併經營狀況以及現金流量
數據。

本公司將非公認會計準則財務指標調整至最具可比性的美國公認會計準則業績指標，
以減少該等限制，所有指標均應於評估本公司業績時予以考慮。

有關非公認會計準則財務指標的更多資料，請參閱此份公告結尾所載的「公認會計準則
及非公認會計準則業績的未經審核調節表」列表。

匯率資料

僅為方便讀者，本公告所載若干人民幣金額按特定匯率換算為美元。除另有指明外，人
民幣兌美元的所有換算均按人民幣6.3726元兌1.00美元的匯率換算，該匯率為美國聯邦
儲備局H.10統計數據所發佈於2021年12月30日的匯率。本公司並無聲明所述人民幣或美
元金額可按任何特定匯率或任何匯率兌換為美元或人民幣（視情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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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港聲明

本公告載有前瞻性陳述。該等陳述乃根據1995年《美國私人證券訴訟改革法中》的「安全
港」條文作出。該等前瞻性陳述可從所用詞彙如「將」、「預期」、「預計」、「旨在」、「未
來」、「擬」、「計劃」、「相信」、「估計」、「有信心」、「潛在」、「繼續」或其他類似陳述加
以識別。其中，新冠疫情的影響、本公告內的展望和引述管理層話語的部分，以及嗶哩
嗶哩的策略和經營計劃，均含有前瞻性陳述。嗶哩嗶哩亦可能在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提交的定期報告、向股東提交的中期及年度報告、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
交所」）網站上發佈的公告、通函或其他刊物、新聞稿和其他書面材料以及其高級職員、
董事或僱員向第三方作出的口頭陳述作出書面或口頭前瞻性陳述。非歷史事實的陳述，
包括但不限於有關嗶哩嗶哩的信念和未來期望的陳述，均屬於前瞻性陳述。前瞻性陳述
涉及固有的風險和不確定因素。多項因素可能導致實際業績與任何前瞻性陳述所載內
容出現重大差異，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各項：新冠疫情對嗶哩嗶哩的業務、經營業績、財
務狀況及股價的影響；嗶哩嗶哩的策略；嗶哩嗶哩的未來業務發展、財務狀況及經營
業績；嗶哩嗶哩在挽留及提升用戶、會員和廣告客戶的數量、提供優質內容、產品和服
務以及擴大其產品和服務範圍的能力；網上娛樂行業的競爭；嗶哩嗶哩在目標用戶社
區內維持其文化及品牌形象的能力；嗶哩嗶哩在管理成本及開支的能力；與網上娛樂
行業有關的中國政府政策及規定，全球及中國整體經濟及業務狀況以及與上述任何一
項相關或有關的假設。有關該等及其他風險的進一步資料，載於本公司向證券交易委員
會及香港聯交所提交的文件中。本公告及附件所提供的全部資料均截至本公告日期，而
且除根據適用法律外，本公司並沒有義務更新任何該等資料。

投資者及媒體如有查詢，請聯絡：

中國：

嗶哩嗶哩股份有限公司
Juliet Yang
電話：+86-21-2509-9255 Ext. 8523
電郵：ir@bilibili.com

The Piacente Group, Inc.
Emilie Wu
電話：+86-21-6039-8363
電郵：bilibili@tpg-ir.com

美國：

The Piacente Group, Inc.
Brandi Piacente
電話：+1-212-481-2050
電郵：bilibili@tpg-i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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嗶哩嗶哩股份有限公司

未經審核簡明合併經營狀況表

（除了股份及每股數據以外，金額以千元為單位）

截至以下日期止三個月 截至以下日期止年度
  

2020年
12月31日

2021年
9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2020年
12月31日

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淨營業額：
　移動遊戲 1,129,656 1,391,666 1,295,350 4,803,382 5,090,926
　增值服務 1,247,226 1,908,896 1,894,518 3,845,663 6,934,886
　廣告 722,424 1,171,969 1,587,616 1,842,772 4,523,421
　電商及其他 740,821 734,043 1,003,299 1,507,159 2,834,451

     

淨營業額總額 3,840,127 5,206,574 5,780,783 11,998,976 19,383,684
營業成本 (2,896,003) (4,188,087) (4,682,981) (9,158,800) (15,340,537)
毛利潤 944,124 1,018,487 1,097,802 2,840,176 4,043,147
經營開支：
　銷售及營銷開支 (1,020,688) (1,633,269) (1,761,605) (3,492,091) (5,794,853)
　一般及行政開支 (342,819) (474,910) (538,120) (976,082) (1,837,506)
　研發開支 (483,973) (788,312) (797,617) (1,512,966) (2,839,862)

     

經營開支總額 (1,847,480) (2,896,491) (3,097,342) (5,981,139) (10,472,221)
     

經營虧損 (903,356) (1,878,004) (1,999,540) (3,140,963) (6,429,074)
其他收入╱（開支）：
　投資收入╱（虧損）（淨額） 9,016 (724,311) (93,331) 28,203 (194,183)
　利息收入 14,995 18,231 26,583 83,301 70,367
　利息開支 (34,743) (36,524) (50,097) (108,547) (155,467)
　匯兌收益╱（虧損） 13,388 (11,621) 4,056 41,717 (15,504)
　其他（淨額） 71,750 (25,744) 49,349 95,641 10,411

     

其他收入╱（開支）總額（淨額） 74,406 (779,969) (63,440) 140,315 (284,376)
     

除所得稅前虧損 (828,950) (2,657,973) (2,062,980) (3,000,648) (6,713,450)
　所得稅 (14,761) (28,327) (32,787) (53,369) (95,289)

     

淨虧損 (843,711) (2,686,300) (2,095,767) (3,054,017) (6,808,739)
　可贖回少數股東的權益的增值 — — — (4,292) —
　少數股東應佔淨虧損 15,912 9,219 7,753 46,605 19,511

     

歸屬於嗶哩嗶哩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淨虧損 (827,799) (2,677,081) (2,088,014) (3,011,704) (6,789,228)

每股淨虧損（基本） (2.34) (6.90) (5.34) (8.71) (17.87)
每股美國存託股淨虧損（基本） (2.34) (6.90) (5.34) (8.71) (17.87)
每股淨虧損（攤薄） (2.34) (6.90) (5.34) (8.71) (17.87)
每股美國存託股淨虧損（攤薄） (2.34) (6.90) (5.34) (8.71) (17.87)
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基本） 353,736,436 387,921,805 391,248,558 345,816,023 379,898,121
美國存託股加權平均股數（基本） 353,736,436 387,921,805 391,248,558 345,816,023 379,898,121
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攤薄） 353,736,436 387,921,805 391,248,558 345,816,023 379,898,121
美國存託股加權平均股數（攤薄） 353,736,436 387,921,805 391,248,558 345,816,023 379,898,121

所附附註為本新聞稿的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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嗶哩嗶哩股份有限公司

未經審核財務資料附註

（除了股份及每股數據以外，金額以千元為單位）

截至以下日期止三個月 截至以下日期止年度
  

2020年
12月31日

2021年
9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2020年
12月31日

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股權激勵開支計入：
　營業成本 12,660 18,833 26,163 37,087 76,232
　銷售及營銷開支 12,080 12,053 15,257 40,808 53,452
　一般及行政開支 72,407 128,903 165,669 181,753 553,526
　研發開支 50,214 78,650 100,381 126,250 316,607

     

總計 147,361 238,439 307,470 385,898 999,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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嗶哩嗶哩股份有限公司

未經審核簡明合併資產負債表

（除了股份及每股數據以外，金額以千元為單位）

2020年
12月31日

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 人民幣

資產
流動資產：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678,109 7,523,108
　定期存款 4,720,089 7,632,334
　應收賬款（淨額） 1,053,641 1,382,328
　預付款項及其他流動資產 1,930,519 4,848,364
　短期投資 3,357,189 15,060,722

  

　流動資產總額 15,739,547 36,446,856
  

非流動資產：
　物業及設備（淨額） 761,941 1,350,256
　製作成本（淨額） 667,876 1,083,772
　無形資產（淨額） 2,356,959 3,835,600
　商譽 1,295,786 2,338,303
　長期投資（淨額） 2,232,938 5,502,524
　其他長期資產 810,561 1,495,840

  

　非流動資產總額 8,126,061 15,606,295
  

資產總額 23,865,608 52,053,151
  

負債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3,074,298 4,360,906
　應付薪資及福利 734,376 995,451
　應付稅款 127,192 203,770
　短期貸款 100,000 1,232,106
　遞延收入 2,118,006 2,645,389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款項 1,237,676 2,633,389

  

　流動負債總額 7,391,548 12,071,011
  

非流動負債：
　長期債務 8,340,922 17,784,092
　其他長期負債 350,934 481,982

  

　非流動負債總額 8,691,856 18,266,074
  

負債總額 16,083,404 30,337,085
  

嗶哩嗶哩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權益總額 7,600,200 21,703,667
少數股東的權益 182,004 12,399

  

股東權益總額 7,782,204 21,716,066
  

負債及股東權益總額 23,865,608 52,053,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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嗶哩嗶哩股份有限公司

公認會計準則及非公認會計準則業績的未經審核調節表

（除了股份及每股數據以外，金額以千元為單位）

截至以下日期止三個月 截至以下日期止年度
  

2020年
12月31日

2021年
9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2020年
12月31日

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淨虧損 (843,711) (2,686,300) (2,095,767) (3,054,017) (6,808,739)
加：
股權激勵費用 147,361 238,439 307,470 385,898 999,817
通過業務收購獲得的無形資產
　相關的攤銷開支 16,007 28,017 33,227 48,958 113,405
通過業務收購獲得的無形資產
　相關的所得稅 (1,514) (1,514) (1,514) (3,028) (6,056)
對上市公司的投資的公允價值變動
　（收益）╱虧損 (9,621) 799,311 96,771 20,234 204,000

     

經調整淨虧損 (691,478) (1,622,047) (1,659,813) (2,601,955) (5,497,573)
     

歸屬於嗶哩嗶哩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淨虧損 (827,799) (2,677,081) (2,088,014) (3,011,704) (6,789,228)
加：
股權激勵費用 147,361 238,439 307,470 385,898 999,817
通過業務收購獲得的無形資產
　相關的攤銷開支 16,007 28,017 33,227 48,958 113,405
通過業務收購獲得的無形資產
　相關的所得稅 (1,514) (1,514) (1,514) (3,028) (6,056)
對上市公司的投資的公允價值變動
　（收益）╱虧損 (9,621) 799,311 96,771 20,234 204,000

     

經調整歸屬於嗶哩嗶哩股份
　有限公司股東淨虧損 (675,566) (1,612,828) (1,652,060) (2,559,642) (5,478,062)

     

經調整每股淨虧損（基本） (1.91) (4.16) (4.22) (7.40) (14.42)
經調整每股美國存託股淨虧損
　（基本） (1.91) (4.16) (4.22) (7.40) (14.42)
經調整每股淨虧損（攤薄） (1.91) (4.16) (4.22) (7.40) (14.42)
經調整每股美國存託股淨虧損
　（攤薄） (1.91) (4.16) (4.22) (7.40) (14.42)
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基本） 353,736,436 387,921,805 391,248,558 345,816,023 379,898,121
美國存託股加權平均股數（基本） 353,736,436 387,921,805 391,248,558 345,816,023 379,898,121
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攤薄） 353,736,436 387,921,805 391,248,558 345,816,023 379,898,121
美國存託股加權平均股數（攤薄） 353,736,436 387,921,805 391,248,558 345,816,023 379,898,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