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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2年第三季度
未經審計財務業績公告

我們謹此宣佈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第三季度的未經審計財務業績（「2022年第三季度業
績公告」）。2022年第三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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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9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主席陳睿先生、董事李旎女士及徐逸先生、獨立董事JP GAN先生、何震宇先生、 
李豐先生及丁國其先生。

http://www.hkexnews.hk
http://ir.bilibil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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嗶哩嗶哩股份有限公司宣佈2022年第三季度財務業績

上海，2022年11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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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佈其截至到2022年9月30日第三季度的未經審計財務業績。

2022年第三季度摘要：

‧ 淨營業額總額達人民幣58億元（814.5百萬美元），較2021年同期增加11%。

‧ 淨虧損為人民幣17億元（241.2百萬美元），較2021年同期收窄36%。

‧ 日均活躍用戶（日活用戶1）達90.3百萬，較2021年同期增加25%。

‧ 月均活躍用戶（月活用戶1）達332.6百萬，較2021年同期增加25%。

‧ 平均每月付費用戶（月均付費用戶2）達28.5百萬，較2021年同期增加19%。

「在第三季度，在持續為用戶提供他們喜愛的產品和服務的同時，我們採取措施以鞏固
我們的業務基礎，收窄我們的虧損，」嗶哩嗶哩主席兼首席執行官陳睿先生表示，「我
們的日活用戶和月活用戶分別達到9,030萬和近3.33億，均同比增長25%。用戶繼續保持
高參與度，日均使用時長達到96分鐘的歷史新高。我們的社區仍然是實現長期成功的關
鍵，同時，我們認為公司有必要適應不斷變化且充滿挑戰的宏觀環境。提升盈利是我們
當前的首要任務，我們將採取更多舉措來加速我們的商業化進程，並實施包括合理規劃
和分配人力資源以及縮減銷售和營銷費用在內的成本控制措施，以實現我們提高利潤
率，收窄虧損的目標。」

嗶哩嗶哩首席財務官樊欣先生表示：「第三季度淨營業額總額同比增長11%，環比增長
18%。通過提高運營效率及控制開支，我們的毛利率和虧損均實現了環比改善。銷售和
營銷費用佔營業額的百分比下降至21%，而上一季度為24%。我們的非公認會計準則經
調整淨虧損率亦較上一季度減少10個百分點。接下來，我們將繼續實施嚴格的成本控制
措施，同時積極管理我們的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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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三季度財務業績

淨營業額總額。淨營業額總額為人民幣58億元（814.5百萬美元），較2021年同期增加11%。

移動遊戲。移動遊戲營業額為人民幣15億元（206.8百萬美元），較2021年同期增加6%。
此增加主要是由於我們新推出的移動遊戲所致。

增值服務。增值服務營業額為人民幣22億元（310.6百萬美元），較2021年同期增加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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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億元（190.5百萬美元），較2021年同期增加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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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7.8百萬元（106.5百萬美元），較2021年同期增
加3%。

營業成本。營業成本為人民幣47億元（666.3百萬美元），較2021年同期增加13%。此增加
主要是由於收入分成成本及內容成本增加所致。收入分成成本（營業成本的重要組成部
分）為人民幣24億元（335.1百萬美元），較2021年同期增加11%。

毛利潤。毛利潤為人民幣11億元（148.2百萬美元），較2021年同期增加4%。

經營開支總額。經營開支總額為人民幣29億元（408.1百萬美元），與2021年同期持平。

銷售及營銷開支。銷售及營銷開支為人民幣12億元（172.7百萬美元），同比減少25%。此
減少主要由於2022年第三季度的推廣支出減少。

一般及行政開支。一般及行政開支為人民幣543.4百萬元（76.4百萬美元），同比增加14%。
此增加主要是由於一般及行政人員增加所致。

研發開支。研發開支為人民幣11億元（159.0百萬美元），同比增加43%。此增加主要是由
於研發人員增加以及服務器及設備折舊開支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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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虧損。經營虧損為人民幣18億元（259.9百萬美元），2021年同期則為人民幣19億元。

所得稅開支。所得稅開支為人民幣27.1百萬元（3.8百萬美元），2021年同期則為人民幣28.3
百萬元。

淨虧損。淨虧損為人民幣17億元（241.2百萬美元），較2021年同期人民幣27億元減少36%。

經調整淨虧損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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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上市公司的投資的公允價值變動收益╱虧損、回購可轉換優先票據的收益、與優化組織
相關的開支及終止若干遊戲項目的開支）為人民幣18億元（248.1百萬美元），2021年同期
則為人民幣16億元。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及經調整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3。每股基本及攤薄淨虧損為人民幣
4.34元（0.61美元），2021年同期則為人民幣6.90元。經調整每股基本及攤薄淨虧損為人民
幣4.46元（0.63美元），2021年同期則為人民幣4.16元。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定期存款及短期投資。截至2022年9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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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億元（34億美元）。

回購可轉換優先票據及股份回購計劃

截至2022年9月30日，本公司以總現金對價197.7百萬美元回購本金總額為275.4百萬美元
的2026年12月票據。於2022年10月，本公司以總現金對價49.3百萬美元回購本金總額為
54.0百萬美元的2027票據。

本公司於2022年3月宣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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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百萬美元的美國存託股。截至2022年9月30日，本公司購回總計約2.6
百萬股美國存託股，總成本為53.6百萬美元。

此外，陳先生已告知本公司，其已使用個人資金在公開市場上購買合共10百萬美元的本
公司美國存託股。

本公司有關其可轉換優先票據及股份的回購計劃將取決於市場狀況等多種因素。該等
計劃可能隨時暫停或終止。

近期發展

本公司自願將其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的第二上市地位轉換為主
板主要上市的事項於2022年10月3日生效。本公司現為於香港在香港聯交所主板及於美
國在納斯達克全球精選市場雙重主要上市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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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本公司現時對2022年第四季度淨營業額進行了展望，預計將達到人民幣60億元至人民幣
62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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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22年第二季度起，我們以特定期間內的移動端應用活躍用戶與PC端活躍用戶的總和計算活躍用戶。我們
根據特定期間內啟動我們的移動端應用的移動設備（包括智能電視及其他智能設備）的數量來計算移動端應用
活躍用戶。PC端活躍用戶則為特定期間內訪問我們的PC網站 www.bilibili.com 及使用PC應用的有效登入用戶數
目，並去除重複用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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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在遊戲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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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貓耳的付費用戶數計入總付費用戶中，而不消除重複用戶。自2022年第二季度起，我
們將智能電視的付費用戶數加入總付費用戶中，而不消除重複用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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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節以及本公告所載的「公認會計準則及非公認會計準
則業績的未經審計調節表」列表。

電話會議

本公司管理層將於2022年11月29日美國東部時間上午七時正（2022年11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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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三季度業績電話會議
註冊鏈接： https://register.vevent.com/register/BIa236982ebdfa4c25a878a68ee072de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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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個人PIN碼。

此外，電話會議的網上直播可於本公司投資者關係網站 http://ir.bilibili.com 獲取，會議結
束後將提供網上直播的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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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ttp://www.bilibili.com
https://register.vevent.com/register/BIa236982ebdfa4c25a878a68ee072de3c
http://ir.bilibil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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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上市公司的投資的公允價值變動收益╱虧
損、回購可轉換優先票據的收益、與優化組織相關的開支及終止若干遊戲項目的開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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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亦認
為，非公認會計準則財務指標通過排除若干開支、收益（虧損）及(i)預期不會產生未來現
金付款或(ii)屬非經常性質或未必能反映本公司核心經營業績及業務前景的其他項目向
管理層及投資者提供實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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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閱本公告所載的「公認會計準則及非公
認會計準則業績的未經審計調節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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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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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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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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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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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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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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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以下日期止九個月
  

2021年
9月30日

2022年
6月30日

2022年
9月30日

2021年
9月30日

2022年
9月30日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淨營業額：
　移動遊戲 1,391,666 1,046,236 1,471,331 3,795,576 3,875,385
　增值服務 1,908,896 2,103,458 2,209,711 5,040,368 6,365,361
　廣告 1,171,969 1,158,252 1,354,834 2,935,805 3,553,856
　電商及其他 734,043 600,985 757,775 1,831,152 1,962,079

     

淨營業額總額 5,206,574 4,908,931 5,793,651 13,602,901 15,756,681
營業成本 (4,188,087) (4,170,646) (4,739,435) (10,657,556) (13,156,939)
毛利潤 1,018,487 738,285 1,054,216 2,945,345 2,599,742
經營開支：
　銷售及營銷開支 (1,633,269) (1,171,974) (1,228,708) (4,033,248) (3,654,596)
　一般及行政開支 (474,910) (625,665) (543,366) (1,299,386) (1,704,327)
　研發開支 (788,312) (1,131,708) (1,131,010) (2,042,245) (3,271,561)

     

經營開支總額 (2,896,491) (2,929,347) (2,903,084) (7,374,879) (8,630,484)
     

經營虧損 (1,878,004) (2,191,062) (1,848,868) (4,429,534) (6,030,742)
其他（開支）╱收入：
　投資（虧損）╱收入（淨額） (724,311) 82,043 178,603 (100,852) (365,670)
　利息收入 18,231 55,968 82,477 43,784 172,745
　利息開支 (36,524) (61,177) (63,753) (105,370) (187,365)
　匯兌虧損 (11,621) (15,262) (62,867) (19,560) (84,393)
　其他（淨額） (25,744) 145,887 25,451 (38,938) 568,492

     

其他（開支）╱收入總額（淨額） (779,969) 207,459 159,911 (220,936) 103,809
     

除所得稅前虧損 (2,657,973) (1,983,603) (1,688,957) (4,650,470) (5,926,933)
　所得稅 (28,327) (26,842) (27,083) (62,502) (83,684)

     

淨虧損 (2,686,300) (2,010,445) (1,716,040) (4,712,972) (6,010,617)
　少數股東應佔淨虧損 9,219 3,518 2,590 11,758 8,258

     

歸屬於嗶哩嗶哩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淨虧損 (2,677,081) (2,006,927) (1,713,450) (4,701,214) (6,002,359)

每股淨虧損（基本） (6.90) (5.08) (4.34) (12.50) (15.22)
每股美國存託股淨虧損（基本） (6.90) (5.08) (4.34) (12.50) (15.22)
每股淨虧損（攤薄） (6.90) (5.08) (4.34) (12.50) (15.22)
每股美國存託股淨虧損（攤薄） (6.90) (5.08) (4.34) (12.50) (15.22)
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基本） 387,921,805 394,742,634 395,062,497 376,073,065 394,452,475
美國存託股加權平均股數（基本） 387,921,805 394,742,634 395,062,497 376,073,065 394,452,475
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攤薄） 387,921,805 394,742,634 395,062,497 376,073,065 394,452,475
美國存託股加權平均股數（攤薄） 387,921,805 394,742,634 395,062,497 376,073,065 394,452,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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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計財務資料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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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以下日期止九個月
  

2021年
9月30日

2022年
6月30日

2022年
9月30日

2021年
9月30日

2022年
9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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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33 15,079 16,076 50,069 54,188
　銷售及營銷開支 12,053 13,339 15,295 38,195 41,226
　一般及行政開支 128,903 136,880 135,420 387,857 418,295
　研發開支 78,650 91,400 84,537 216,226 272,179

     

總計 238,439 256,698 251,328 692,347 785,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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嗶哩嗶哩股份有限公司

未經審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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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2月31日

2022年
9月30日

  

人民幣 人民幣

資產
流動資產：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523,108 5,466,115
　定期存款 7,632,334 11,946,427
　應收賬款（淨額） 1,382,328 1,298,075
　預付款項及其他流動資產  4,848,364 4,111,014
　短期投資 15,060,722 6,528,634

  

　流動資產總額 36,446,856 29,350,265
  

非流動資產：
　物業及設備（淨額） 1,350,256 1,383,123
　製作成本（淨額） 1,083,772 1,758,955
　無形資產（淨額） 3,835,600 4,584,414
　商譽 2,338,303 2,725,130
　長期投資（淨額） 5,502,524 5,907,854
　其他長期資產 1,495,840 1,890,712

  

　非流動資產總額 15,606,295 18,250,188
  

資產總額 52,053,151 47,600,453
  

負債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4,360,906 4,730,920
　應付薪資及福利 995,451 991,170
　應付稅款 203,770 253,289
　短期貸款及長期債務的即期部分 1,232,106 6,953,943
　遞延收入 2,645,389 2,853,111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款項 2,633,389 2,147,054

  

　流動負債總額 12,071,011 17,929,487
非流動負債：
　長期債務 17,784,092 12,301,692
　其他長期負債 481,982 825,754

  

　非流動負債總額 18,266,074 13,127,446
  

負債總額 30,337,085 31,056,933
  

嗶哩嗶哩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權益總額 21,703,667 16,539,379
少數股東的權益 12,399 4,141

  

股東權益總額 21,716,066 16,543,520
  

負債及股東權益總額 52,053,151 47,600,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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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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調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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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以下日期止九個月
  

2021年
9月30日

2022年
6月30日

2022年
9月30日

2021年
9月30日

2022年
9月30日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淨虧損 (2,686,300) (2,010,445) (1,716,040) (4,712,972) (6,010,617)
加：
股權激勵費用 238,439 256,698 251,328 692,347 785,888
通過業務收購獲得的無形資產
　相關的攤銷開支 28,017 39,338 48,151 80,178 144,486
通過業務收購獲得的無形資產
　相關的所得稅 (1,514) (10,028) (5,625) (4,542) (23,634)
對上市公司的投資的公允價值變動
　虧損╱（收益） 799,311 (305,185) (342,952) 107,229 (7,023)
回購可轉換優先票據的（收益） — (137,011) — — (475,790)
與優化組織相關的開支 — 89,650 — — 89,650
終止若干遊戲項目的開支 — 109,054 — — 109,054

     

經調整淨虧損 (1,622,047) (1,967,929) (1,765,138) (3,837,760) (5,387,986)
     

歸屬於嗶哩嗶哩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淨虧損 (2,677,081) (2,006,927) (1,713,450) (4,701,214) (6,002,359)
加：
股權激勵費用 238,439 256,698 251,328 692,347 785,888
通過業務收購獲得的無形資產
　相關的攤銷開支 28,017 39,338 48,151 80,178 144,486
通過業務收購獲得的無形資產
　相關的所得稅 (1,514) (10,028) (5,625) (4,542) (23,634)
對上市公司的投資的公允價值變動
　虧損╱（收益） 799,311 (305,185) (342,952) 107,229 (7,023)
回購可轉換優先票據的（收益） — (137,011) — — (475,790)
與優化組織相關的開支 — 89,650 — — 89,650
終止若干遊戲項目的開支 — 109,054 — — 109,054

     

經調整歸屬於嗶哩嗶哩股份
　有限公司股東淨虧損 (1,612,828) (1,964,411) (1,762,548) (3,826,002) (5,379,728)

     

經調整每股淨虧損（基本） (4.16) (4.98) (4.46) (10.17) (13.64)
經調整每股美國存託股淨虧損
　（基本） (4.16) (4.98) (4.46) (10.17) (13.64)
經調整每股淨虧損（攤薄） (4.16) (4.98) (4.46) (10.17) (13.64)
經調整每股美國存託股淨虧損
　（攤薄） (4.16) (4.98) (4.46) (10.17) (13.64)
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基本） 387,921,805 394,742,634 395,062,497 376,073,065 394,452,475
美國存託股加權平均股數（基本） 387,921,805 394,742,634 395,062,497 376,073,065 394,452,475
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攤薄） 387,921,805 394,742,634 395,062,497 376,073,065 394,452,475
美國存託股加權平均股數（攤薄） 387,921,805 394,742,634 395,062,497 376,073,065 394,452,4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