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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财年用户、GMV、收入增长强劲  2019 财年营收增长指引超 60%

 
 
2018 财年业务表现强劲，预计 2019 财年营收增长超 60% 
1) 2018 全财年公司实现收入 2503 亿元，同比+58%，non-GAAP 净利 832 亿元，同比+44%；其中 4Q18FY

(1Q2018CY) 实现收入 619 亿元，同比+61% (剔除菜鸟同比+53%)，non-GAAP 归属净利 141 亿元，同比

+35%，GAAP 净利 66.4 亿元，同比-33%，系上年同期确认非经常性处置收益造成基数较大，剔除此部分影

响下 GAAP 净利同比+27%。2) 全财年国内零售 GMV 4.82 万亿，同比+28% (+6pcts)，天猫实物 GMV 同比

+45%；4Q18FY 末，年活跃买家数加速增长至 5.52 亿，同比+22%，活跃买家年化平均收入 320 元，同比

+27%，移动月活增至 6.17 亿，同比+22%，移动月活年化平均收入 230 元，同比+28%。3) 公司预计 2019 财

年营收增长超 60%，剔除菜鸟与饿了么预计增长超 50%，主要驱动为电商主业与云业务。 

 

算法优化驱动客户管理收入高增长，云业务持续爆发 
1) 2018 财年，公司实现核心商务收入 2140 亿元，同比+60%；其中，得益 GMV 高增长与“千人千面”等算

法优化，全财年客户管理收入 1143 亿元，同比+47%，客户管理收入/GMV 值提升至 2.4% (同比+0.3pcts)，

佣金收入 465 亿元，同比+37%，其他国内核心商务收入并表银泰、盒马后大幅增长至 157 亿元，同比

+527%；Lazada 带动国际零售业务收入增至 142 亿元，同比+94%，同时公司未来将加大对海外业务布局投

入；新增菜鸟收入 68 亿元；云计算保持强劲增长势头，实现收入 134 亿元，同比+101%；作为内容与流量生

态布局的数娱与创新业务稳步增长，其中数娱收入 196 亿元，同比+33%，创新及其他收入 33 亿元，同比

+10%。2) 4Q18FY，客户管理收入 230 亿元，同比+35%，佣金收入 114 亿元，同比+39%，系公司采取提高

商家投资回报措施 (如用户不需点击列表即可进入店铺），造成短期客户管理收入增速放缓而佣金增速抬头，但

管理层认为数据算法优化、用户体验及商家投资回报的提升有望驱动客户管理收入长期增长；单季云计算收入

44 亿元，同比+103%，保持高增长。 

 

新业务并表摊薄利润率，但整体规模效应依旧明显 
1) 全财年核心电商业务调整后 EBITA margin 53% (同比-9pcts)，主要受菜鸟、银泰、盒马等亏损或低利润率

业务摊薄，云业务 EBITA margin -6% (同比+1pcts)，略收窄；2) 4Q18FY 核心电商业务调整后 EBITA margin 

43% (同比-16pcts)，但剔除新零售布局后该比率整体稳定，云业务 EBITA margin -8% (同比持平)；3) 规模效

应依旧持续体现，4Q18FY 研发费用率降至 10.8% (同比-0.9pcts)，管理费用率降至 7.3% (同比-1.4pcts)，销

售费用率小幅升至 12.3% (同比+1.1pcts)，总费用率降至 32.6% (同比-2.5pcts)。 

 

新业务布局有望拓展帝国边界 
买家、GMV 增长及移动化、品牌化、数据化、内容化驱动依旧强劲，看好电商巨头长期空间与短期增长。1)

尽管布局新业务或摊薄短期利润，但此举有助于阿里做大电商行业整体市场并掌控线上线下综合核心资源，切

入更多场景，打开国际市场，拓展长期空间并强化长期竞争力。2) 核心电商业务驱动依旧强劲：天猫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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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V 增势保持；活跃买家增长加速；移动化、品牌化成功推进，已积累 6.17 亿 MAU 和 15 万品牌；数据驱动

个性化推荐更为精准，实现千人千面，基于消费者洞察创造更多价值；内容专区、直播等交互方式完善，增添

用户购物乐趣，助长活跃用户数、停留时间与转化率，故我们认为公司在用户、GMV 与货币化能力维度依旧

具备进一步提升空间，看好公司未来增长。 

 

风险因素 
线上零售与货币化放缓；业务拓展影响利润；新零售与国际化不及预期。 

 

建议关注 
考虑公司强劲的业绩表现与新业务并表因素，我们调升 2019/20FY 收入预测至 4017/5172 亿元  (前值

3427/4296 亿元)，新增 2021FY 收入预测 6350 亿元，同比+60%/+29%/+23%；调升 non-GAAP 归母净利预

测至 1161/1543 (前值 1160/1459) 亿元，新增 2021FY 净利润预测 1862 亿元，同比+40%/+33%/+21%，当前

股价对应 2019/20/21FY non-GAAP PE 26x/20x/16x。我们认为新业务布局下阿里竞争优势有望持续强化，目

前核心电商业务整体货币化率提升的驱动依旧强劲，同时云业务有望带来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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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