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手科技发布 2022 年第三季度业绩
香港，2022 年 11 月 22 日/美通社/ --领先的内容社区及社交平台，快手科技（香港联交所股票代码：
1024 ）（简称"本公司"或"快手"），今日发布截止 2022 年 9 月 30 日的第三季度未经审核合并业绩。
2022 年第三季度业绩摘要
•

快手应用平均日活跃用户为 3.634 亿，较去年同期 3.204 亿增长 13.4%。

•

快手应用平均月活跃用户为 6.260 亿，较去年同期 5.729 亿增长 9.3%。

•

每位日活跃用户日均使用时长

•

平台上促成的电商交易的商品总交易额
元增长 26.6%。

•

本季度总收入为人民币 231 亿元，较去年同期的人民币 205 亿元增长 12.9%。从对总收入贡献比
例来看，线上营销服务占比 50.1%，直播业务占比 38.7%，其他服务占比 11.2%。

•

本季度毛利为人民币 107 亿元，较去年同期的人民币 85 亿元增长 25.8%。毛利率由 2022 年第二
季度的 45.0%和 2021 年第三季度的 41.5%增长至 2022 年第三季度的 46.3%。

•

国内分部经营利润

(1)

为 129.3 分钟，较去年同期的 119.1 分钟增长 8.6%。
(2)

为人民币 2,225 亿元，较去年同期的人民币 1,758 亿

(3)

为人民币 3.751 亿元，去年同期录得经营亏损人民币 25 亿元。

快手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程一笑先生表示: “公司在 2022 年第三季度实现稳健增长、盈利水平提
升，同时创下多项经营指标的新高。 这得益于我们独特的基于信任的生态系统与用户之间不断加深的
联系，各业务条线日益增强的变现能力，以及我们持续改善的经营效率。在仍然充满挑战的宏观环境
下，快手应用的平均日活跃用户、平均月活跃用户以及每位日活跃用户日均使用时长均得到进一步提
升，经调整 EBITDA 亦实现环比增长 151.3%。展望未来，我们会进一步推进用户、内容和商业化生态的
一体化，为用户、内容创作者、广告主和商家创造更多价值。依托短视频+直播的强承载力不断推陈出
新，创造新场景、新机遇、新模式，推动数实融合，致力于为股东创造长期价值的同时，带来社会经济
效益。”
2022 年第三季度财务回顾
线上营销服务收入由2021年同期的人民币109亿元增加6.2%至2022年第三季度的人民币116亿元，主要
是由于我们的服务、商业化产品能力及广告ROI不断提升，推动广告主数量和广告主广告投放增加，
尤其来自我们电商商家的投放。
直播业务收入由2021年同期的人民币77亿元增加15.8%至2022年第三季度的人民币89亿元，得益于平
均月付费用户同比增长29.3%，而平均月付费用户增长是由于我们的直播业务运营不断精益求精，与
公会的合作策略不断发展，包括相应的活跃公会主播数量增加。
其他服务收入由2021年同期的人民币19亿元增加39.4%至2022年第三季度的人民币26亿元，主要由于
我们电商业务的增长，得益于电商商品交易总额的增加，由于动销商家数量和买家数量增加，以及重
复购买率的提升。

2022 年第三季度其他主要财务资料
经营亏损为人民币 26 亿元，较去年同期人民币 74 亿元大幅收窄。国内分部经营利润（3）为人民币 3.751
亿元，去年同期录得经营亏损人民币 25 亿元。经调整亏损净额（4）从去年同期人民币 46 亿元收窄至人
民币 6.719 亿元。 经调整 EBITDA（5）为人民币 10 亿元，去年同期经调整 EBITDA 为人民币负 32 亿元。
可利用资金总额（6）于 2022 年 9 月 30 日为人民币 435 亿元。
附注 ：
（1）运营数据为所示期间内快手应用的相关数据。
（2）于我们平台交易或通过我们平台跳转到合作伙伴平台交易。
（3）未分摊项目包括以股份为基础的薪酬开支、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亏损）净额不包含在内。
（4）我们将「经调整亏损净额」定义为期内亏损经以股份为基础的薪酬开支、可转换可赎回优先股公
允价值变动及投资公允价值变动净额调整。
（5）我们将「经调整 EBITDA」定义为经调整亏损净额经所得税开支/（收益）、物业及设备折旧、使
用权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及财务收入净额调整。
（6）可利用资金包括但不限于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定期存款、金融资产和受限制现金。金融资产主要
包括理财产品及其他。

业务回顾
2022年第三季度，是充满挑战的一个季度。面对宏观经济放缓及疫情反复等多重因素的叠加逆风影响，
我们仍然通过不懈努力，克服外部因素，通过组织调整释放潜力，不断在业务和财务业绩目标方面实现
突破。2022年第三季度，快手应用的平均日活跃用户同比增长13.4%，录得3.634亿的新高。同时，我们
国内业务分部在上个季度经营利润层面转正之后，第三季度持续保持盈利，国内业务经营利润环比增长
近3倍。本集团经调整EBITDA较上个季度大幅增加。
用户与内容生态系统
2022年第三季度，我们的用户实现了高质量的增长。在用户获取及留存方面，我们抓住了包括暑期在内
的用户增长旺季的机会，获得了较好的投资回报（ROI），三季度快手应用的平均日活跃用户同比增长
13.4%，达3.634亿。同时快手应用平均月活跃用户同比增长9.3%达6.260亿。快手应用的平均日活跃用
户占平均月活跃用户比例保持在58.1%的相对高位; 每位日活跃用户日均使用时长同比提升8.6%，达到
129.3分钟，显示了快手平台上的高用户黏性及社区活跃度。
得益于精细化管理及通过技术与运营手段提升用户获取效率，我们在对用户增长投入进行严控的同时，
达成了预期的用户增长目标。我们通过算法模型针对不同人群做精细化运营，使得每位日活跃用户的维
系成本得以持续优化。此外，由于我们持续打造差异化的社交平台定位和用户心智，截至2022年9月
底，快手应用的互关用户对数累计达到235亿，同比大幅增长63.1%。
我们积极拓宽垂类短视频内容的供应。在2022年第三季度，持续挖掘快手短剧的潜力，探索更加多元化
题材方向，如医疗职场题材的短剧《仁心》。在综艺节目方面，自制代际互动体验真人秀《出发吧！老
妈》采用「长视频+短视频+直播」结合的内容叙事和传播方式，进一步满足用户日益多元化的视频内容
需求。
线上营销服务
2022年第三季度，我们的线上营销服务收入达人民币116亿元，同比增长6.2%。宏观经济的逆风叠加各
种外部因素，使快手和线上广告行业参与者一同面临压力，第三季度线上营销服务收入的同比增速放

缓。通过多渠道引入更多广告主和实施扶持政策，三季度我们的月活跃广告主数量同比增长超过65%。
同时，我们持续提升商业化产品能力，挖掘用户的商业兴趣，加速建立用户内容生态与商业生态的正循
环。我们亦通过流量策略迭代、转化链路和算法优化等不断提升投放效果，广告主的留存率持续提升。
得益于平台电商业务的规模扩张，借助平台流量和闭环生态的转化效率优势，向电商商家提供的广告服
务保持了健康的涨势。通过引导直播电商广告客户在短视频投流消耗，同时鼓励短视频广告主参与直
播，推动广告主利用「短视频+直播」，抓住广告主其他营销需求增长的机会。品牌广告方面，依托定
制招商项目，满足广告主的个性需求，不断完善和迭代产品力，借助流量、内容、达人生态等方面的优
势，为广告主打开营销增长空间。
直播
2022年第三季度的直播业务强劲增长，收入同比增加15.8%至人民币89亿元，这得益于我们在直播业务
运营方面的不断精益求精。我们进一步丰富及增强直播平台的交互形式，以更好地满足用户的社交需
求。同时通过算法构建用户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提升直播付费转化率。2022年第三季度，快手应用直
播业务平均月付费用户同比增长29.3%至5,960万，直播月度付费率同比持续提升。
在供给侧，快手与公会的合作策略持续发展，我们继续与彼等拓展合作模式。我们持续与头部公会和主
播合作，并积极探索更多联合培养、联合运营的模式，通过公会对中长尾主播提供更多的培训和运营支
持，三季度的活跃公会主播数量同比增长超200%。我们还持续深化直播+的生态场景延展，通过快聘、
理想家、快相亲等产品形式，为用户提供更丰富的直播内容，满足用户在更多场景下的服务需求。
其他服务（包括电商）
电商业务在2022年第三季度取得了超行业增长水平的表现，持续获取市场份额。电商商品交易总额同比
增长26.6%，达2,225亿元。在供给端，我们通过流量和效率优势，以及招商政策，吸引更多商家入驻，
三季度新开店商家数量同比增长近80%。我们完善育商体系，加强对商家的服务和管理，提升商家运营
能力，同时，通过流量分配策略效应及提升人货匹配的精准性，进一步优化平台转化效率及营商环境，
三季度新动销商家数同比高双位数增长。
我们也在继续加强对电商品牌客户的建设，在引入更多知名品牌外，持续打造特色快品牌，通过专属流
量及政策扶持，提升快品牌的运营及服务能力，为消费者提供更高体验性价比的产品及服务，三季度快
品牌数量环比高双位数增长，电商商品交易总额占比持续提升。
我们持续利用社区的信任优势，提升用户购物体验。信任是快手电商的基石，我们逐步完善用户权益保
障机制，提升售后履约体验，三季度重复购买率较2021年同期提升1.1个百分点。在消费端，随着供
给、内容、匹配持续升级，同时三季度我们在传统直播间场景以外，拓展短视频等场景，用户活跃度得
到提升，电商渗透率和转化率持续提升，三季度电商月活跃买家超1亿。
海外业务
2022年第三季度我们通过控制投入及ROI驱动的增长策略，使海外用户高效健康增长，用户留存持续提
升，海外市场的每位日活跃用户日均使用时长保持在超60分钟的高位。差异化内容策略在用户心智打造
上已取得成效，我们希望通过建立更广泛的内容垂类进一步丰富内容生态，并建立内容生产、消费、创
作者变现的正向循环机制。
变现能力方面，由于持续提升产品和服务，线上营销服务收入快速增长; 直播部门通过完善生态建设，
加深和公会合作，丰富供给和提升内容质量，并结合各地区的丰富多样的运营活动，拉动直播营收持续
增长; 旨在通过开源节流努力提升海外业务的运营效率，逐步建立起海外业务的盈利能力。

企业社会责任
快手致力于建设和维护一个以普惠为底色、高互动、强参与的数字社区。 依托短视频加直播的强承载
力，与实体经济各行各业深入融合，不断创造出新场景、新机会、新模式，助力经济发展、数实融合与
数字中国建设。
今年8月，快手已正式启动2022年幸福乡村带头人计划。幸福乡村带头人计划是快手自2018年首次发起
的一项公益活动，旨在全国范围内扶持优秀的农产品销量带头人。该计划已发掘和扶持包括疆域阿力木
及迷藏卓玛等在内的超过100位乡村带头人，覆盖27个省市地区，带动16个地方特色产业振兴，产业发
展影响覆盖近千万人。

未来 3 年，我们预计将投入上亿流量资源，发掘和扶持超过 1,000 名乡村带头人，覆盖 160 个国家乡村
振兴重点帮扶县，开展超过 100 万人次的短视频+直播乡村人才培训，助力乡村人才和产业振兴、加强
文化自信、推动可持续发展的乡村市场建设。
关于快手
快手作为领先的内容社区及社交平台，其使命是成为全球最痴迷于为客户创造价值的公司。快手坚持不
懈，专注为客户提供服务，并通过持续创新和优化其产品与服务为客户创造价值。在快手，任何用户都
可以通过短视频和直播来记录和分享他们的生活，呈现和发挥所长。透过与内容创作者和企业紧密合
作，快手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可满足用户自然产生的各种需求，包括娱乐、线上营销服务、电商、网络游
戏、在线知识共享等。
前瞻性声明
除过往事实的陈述外，本新闻稿载有若干前瞻性陈述。 前瞻性陈述一般可透过所使用前瞻性词汇识
别，例如「或会」、「可能」、「可」、「可以」、「将」、「将会」、「预期」、「认为」、「继
续」、「估计」、「预计」、「预测」、「打算」、「计划」、「寻求」或「时间表」。 该等前瞻性
陈述受风险、不确定因素及假设的影响，可能包括业务展望、财务表现预测、业务计划预测、发展策略
及对我们行业预期趋势的预测。 该等前瞻性陈述是基于本集团现有的资料，亦按本新闻稿刊发之时的
展望为基准，在本新闻稿内载列。 该等前瞻性陈述是根据若干预测、假设及前提作出，当中许多涉及
主观因素或不受我们控制。 该等前瞻性陈述或会证明为不正确及可能不会在将来实现。 该等前瞻性陈
述涉及大量风险及不明朗因素。 鉴于上述风险及不明朗因素，本新闻稿内所载列的前瞻性陈述不应视
为董事会或本公司声明该等计划及目标将会实现，故投资者不应过于依赖该等陈述。 除法律要求的情
形外，我们并无责任公开发布可能反映本新闻稿日期后发生的事件或情况或可能反映意料之外事件的该
等前瞻性陈述的任何修订。

投资者及媒体问询
快手科技
投资者关系
邮箱：ir@kuaishou.com

简明合并损益表
未经审核
截至以下日期止三个月
2022年9月30日

人民币千元

2022年6月30日

人民币千元

2021年9月30日

人民币千元

收入
销售成本

23,128,413
(12,425,410)

21,695,148
(11,925,380)

20,492,977
(11,984,377)

毛利

10,703,003

9,769,768

8,508,600

(9,130,341)
(1,059,353)
(3,533,090)

(8,762,445)
(955,717)
(3,282,353)

(11,016,923)
(913,050)
(4,217,699)

其他收入

687,184

147,020

425,534

其他（亏损）/收益净额

(279,595)

24,629

(190,052)

(2,612,192)

(3,059,098)

(7,403,590)

68,258
(31,386)

2,009
(44,789)

23,420
(36,995)

除所得税前亏损
所得税（开支）/收益

(2,575,320)
(137,081)

(3,101,878)
(74,171)

(7,417,165)
330,269

期内亏损

(2,712,401)

(3,176,049)

(7,086,896)

以下人士应占:
— 本公司权益持有人

(2,713,263)

(3,176,012)

(7,086,041)

862

(37)

(855)

(2,712,401)

(3,176,049)

(7,086,896)

每股基本亏损

(0.64)

(0.75)

(1.71)

每股摊薄亏损

(0.64)

(0.75)

(1.71)

销售及营销开支
行政开支
研发开支

经营亏损
财务收入净额
分占按权益法入账之投资的亏损

— 非控股权益

本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每股亏损
（以每股人民币列示）

简明合并资产负债表
未经审核
截至2022年
9月30日

经审核
截至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币千元

人民币千元

11,684,838
9,518,969
1,130,739
300,585

11,050,654
12,561,745
1,171,754
1,411,141

4,198,854
616,626
4,774,194
6,620,000

3,300,623
5,405,224
4,000,000

479,130

603,367

39,323,935

39,504,508

流动资产
贸易应收款项

4,442,987

4,450,092

预付款项、其他应收款项及其他流动资产

3,609,261

3,278,318

按 公 允 价 值 计 量 且 其 变 动 计 入 损 益 之 金 融 资产
按摊余成本计量之其他金融资产
短期定期存款
受限制現金
现 金 及 现 金 等 价物

10,894,944
295,179
9,206,107
94,800
14,959,121

8,842,203
3,825,420
2,415
32,612,419

43,502,399

53,010,867

82,826,334

92,515,375

资产
非流动资产
物业及设备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按权益法入账之投资
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之金融资产
按摊余成本计量之其他金融资产
递延税项资产
长期定期存款
其他非流动资产

资产总额

未经审核
截至2022年
9月30日

经审核
截至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币千元

人民币千元

145
274,448,225
28,513,904
(262,315,890)

142
274,407,796
20,853,674
(250,172,236)

权益及负债
本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权益
股本
股 本 溢价
其 他 储备
累 计 亏损

40,646,384

45,089,376

8,019

6,595

40,654,403

45,095,971

7,422,489
24,629

10,079,847
28,477

26,851

55,560

7,473,969

10,163,884

17,966,904

20,021,082

其他应付款项及应计费用
客户预付款
所得税负债

9,332,697
3,497,810
404,970

9,123,367
3,502,642
1,079,591

租 赁 负债

3,495,581

3,528,838

34,697,962

37,255,520

负债总额

42,171,931

47,419,404

权 益 及 负 债 总额

82,826,334

92,515,375

非控股权益
权益总额

负债
非流动负债
租 赁 负债
递延税项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
应 付 账款

按分部划分的财务资料

未经审核
截至以下日期止三個月
2022 年 6 月 30 日

2022 年 9 月 30 日
國内

海外

未分摊项目

总计

国内

海外 未分摊项目

人民币千元

收入

2021 年 9 月 30 日
总计

国内

人民币千元

海外 未分摊项目

总计

人民币千元

22,939,050

189,363

-

23,128,413

21,591,796

103,352

(22,563,980)

(1,876,275)

-

(24,440,255)

(21,498,173)

(1,709,427)

-

-

(1,300,350)

(1,300,350)

-

-

( 1,546,646) ( 1,546,646)

375,070

(1,686,912)

(1,300,350)

(2,612,192)

93,623

(1,606,075)

(1,546,646) (3,059,098)

- 21,695,148

20,473,222

19,755

-

20,492,977

- (23,207,600) (22,993,506)

(2,873,921)

-

(25,867,427)

- (2,029,140)

(2,029,140)

(2,520,284) (2,854,166) (2,029,140)

(7,403,590)

销售成本及经营开支
未分摊项目
经营利润/（亏损）

-

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财务计量与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最接近计量之对账

2022年9月30日

人民币千元

期内亏损

(2,712,401)

未经审核
截至以下日期止三个月
2022年6月30日
2021年9月30日

人民币千元

(3,176,049)

人民币千元

(7,086,896)

加：
以股份为基础的薪酬开支
投 资 公允 价 值变 动净 额 (1)

1,707,939

1,718,295

2,264,622

332,516

145,853

206,012

经调整亏损净额

(671,946)

(1,311,901)

(4,616,262)

经调整亏损净额

(671,946)

(1,311,901)

(4,616,262)

137,081

74,171

(330,269)

810,387
779,714
36,307
(68,258)

777,846
837,611
31,506
(2,009)

1,030,724
721,717
43,353
(23,420)

1,023,285

407,224

(3,174,157)

加：
所得税开支/
（收益）
物业及设备折旧
使用权资产折旧
无形资产摊销
财务收入净额
经调整EBITDA

附注 ：
(1)

投资 公 允价 值变 动 净额 指 按公 允 价值 计 量且 其变 动计 入 损益 之金 融 资产 之 上市 和
非 上 市实体投资的公允价值 （收益 ）/ 亏 损 净 额、视为处置投资的（收益 ）/ 亏 损 净
额 以 及 投 资 减 值拨 备， 其与 我们 的核 心业务 及经 营业 绩无 关， 且会 受市 场波 动所
影 响，而剔 除该 数 据 可为 投 资者 提 供 可评 估 我们业 绩 表 现 的更 相 关及 有 用的 资 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