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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控股 (700 HK; 383 港元; 目标价: 460 港元) 
游戏维持高增速  互联网巨头多元布局可期    
 
收入增速超预期，利润表现符合预期 
2017 年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52.10 亿元 (同比+61%，环比+15%)；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180.06 亿元 (同
比+69%，环比-1%)。分项收入方面，网络游戏收入 268.44 亿元 (同比+48%，环比+13%)，社交网络收入 152.80
亿元 (同比+56%，环比+18%)，广告收入 110.42 亿元 (同比+48%，环比+9%)，其他收入 120.44 亿元 (同比
143%，环比+25%)。游戏和金融业务的收入增速仍然较快，推动公司收入快速增长，广告环比增速有所放缓。三季
度，增值服务毛利率 60% (Q2 为 61%)，广告毛利率 36% (Q2 为 38%)，其他收入毛利率 20% (Q2 为 22%)。公司
各项业务的毛利率都有所下降，主要原因是游戏分成、视频网站流量获取成本、支付相关成本增加所致。 
 
微信用户规模稳健成长，用户粘性持续加强，后续变现大有可为 
微信和 WeChat 的合并月活跃账户数达 9.80 亿 (同比+15.8%，环比 1.8%)，QQ 月活用户 8.43 亿 (同比-3.8%，环
比-0.8%)。微信在用户规模高基数的基础之上，仍然保持了稳健增长，日发送信息约 380 亿条，同比+25%；月活跃
公众账号约 350 万，同比+14%；公众账号月活跃关注用户大 7.97 亿，同比+19%。微信仍然保持较高用户粘性，用
户在社交和电子商务的参与度逐步加深。我们认为微信后续在社交公告、金融支付等领域大有可为，将成为腾讯创
收的又一来源。QQ 通过加强功能，吸引年轻用户，年龄 21 岁以下的智能终端月活用户同比实现增长。 
 
游戏业务维持高增速，自研+代理维持龙头地位 
Q3PC 游戏收入 146 亿元，同比+27%，环比 7%；手游收入 182 亿元，同比+84%，环比+23%。PC 游戏方面，公
司通过英雄联盟赛事、《地下城与勇士》等活动，增强了用户参与度，使得 ARPU 增长，带动端游收入强劲复苏；
手游方面，《王者荣耀》、《魂斗罗》、《寻仙》等带来强劲收入增长，策略游戏《乱世王者》丰富了产品类型；11 月
射击游戏《穿越火线》和《光荣使命》开放预约注册。公司递延收入 438.9 亿元，较 Q2 增长 2.2%，占过去四个季
度的游戏收入为 47.7%，较 Q2 的 51.6%有所下降，游戏收入的递延情况仍然保持健康。公司从加强自研能力和寻
找优秀代理产品双管齐下，不断丰富游戏产品的组合。我们看好腾讯游戏业务的渠道优势、强运营能力以及细分市
场的挖掘能力，稳居国内游戏龙头地位。 
 
媒体广告增值亮眼， Fin-tech、AI 和云服务研发持续深化 
广告方面，媒体广告收入 41.22 亿元，同比+29%，社交及其他广告收入 69.20 亿元，同比+63%。媒体广告主要是
视频平台增长强劲，而新闻广告收入则有所下降；社交及其他广告受到微信平台、应用宝和广告联盟等增长驱动，
微信朋友圈的广告填充率实现增长。金融方面，腾讯的线下支付月交易次数同比增长 280%。公司持续投入加强 AI
云技术和大数据分析，将向第三方公司开放云计算及 AI 技术，打造生态。公司将继续投资发展云服务，赋能传统行
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打造更多的收入增长点和盈利驱动力。 
 
风险提示 
《王者荣耀》占手游比重较大，带来游戏业绩波动风险；微信产品越做越重带来的潜在负面影响；港股市场整体估
值回调的风险等。 
 
建议关注 
公司成长性再超预期，游戏业务确定性强，微信及数字内容布局变现潜力巨大，将带动公司利润持续增长，我们维
持 2017/2018/2019 年净利润预测至 641/862/1116 亿元，对应 EPS6.76/9.09/11.77 元人民币。公司具备强粘性+长
产业链，料将成为极强稀缺性的全球互联网寡头。我们长期继续看好公司，考虑到公司业绩快速增长和其行业地
位，建议投资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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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