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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控股 (700 HK; 396.2 港元; 目标价: 556 港元)  
订阅、广告强劲拉动  业绩符合预期    
 
业绩点评：腾讯于 5 月 16 日发布 2018 年度一季度业绩 

订阅业务、广告业务强势拉动公司收入，一季度收入 735 亿元，同比+48%，环比+10%，较 THOMSON 

REUTERS 一致预期高 3%；Non-GAAP 净利润为人民币 183.13 亿元，同比+29%，环比+5%；基本符合市场

预期。由于内容成本与其他业务增速较快拉低利润率，Non-GAAP 净利润率由去年同期的 28.67%下降至

24.91%。 

 

网络游戏：端游未显颓势，手游依然强劲，下半年爆款来袭 

2018 年 Q1 公司增值业务收入为 468.8 亿元，同比+34%，环比+17%，其中网络游戏收入 287.8 亿元，同比

+26%，环比+18%。手游端收入 217 亿，同比+68%，环比+28%，端游收入与上年持平。在整体 PC 端游市

场下滑，用户不断向手机端迁移的背景下，公司凭借《地下城与勇士》与《穿越火线》等端游的出色表现，弥

补了其他端游流水的下滑。手游增速依然强劲，《王者荣耀》持续蝉联中国区 iOS 收入榜第一，日活用户同比

增速超 10%，《QQ 飞车》成为中国区 iOS 收入榜第二，手游日活用户为先前端游日活用户规模峰值的 7 倍。

求生类游戏海外正开启变现，国内变现的推迟短期对费用有一定影响；爆款吃鸡游戏《堡垒之夜》国内 PC 版

开启预约，预计下半年将推出，微信 H5 小游戏的上线及良好表现预计将进一步强化腾讯对长尾游戏用户流量

的获取能力。虎牙直播及电竞生态开始发挥协同效果，下半年公司对于新款游戏的推广效果将更为优化。 

 

订阅收入：腾讯视频表现亮眼，内容生态开始发力 

订阅收入为 180.9 亿元，同比+47%，腾讯视频收入同比+75%（其中订阅收入同比+85%，广告收入同比

+64%），主要由于自制及采购的精品内容推动，显示公司全产业链的内容布局成效显著。短视频应用“微视”

上线，将受益于公司庞大的音乐、游戏、体育、综艺等版权，不断拓展视频内容分发业务和信息流场景。视频

与音乐订阅开始显现出规模效应，拉升了整个 VAS 的毛利率，增值业务毛利达到了 63.3%，同比提升了 2.4

个百分点。 

 

广告收入：增速持续超预期，社交广告量价齐增 

广告收入为 106.9 亿元，同比+55%，其中社交及其他广告收入为 73.9 亿元，同比+69%，主要受益于微信朋

友圈广告填充率的提升和 CPC 单价的增长。媒体广告收入为 32.99 亿元，同比+31%，增速略超预期，受视频

播放量及新广告形式的带动。考虑到当前极低的广告填充率，腾讯优质广告资源带来的定价优势、丰富的平台

用户标签数据带来的高投放精准性，以及 2018 世界杯年广告效应等利好因素，我们看好腾讯广告业务的短期

表现及长期提升潜力，预计 2018 年全年公司广告业务增速超过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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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支付相关业务及云服务双轮驱动，云业务同比增速超过 100% 

其他业务收入为 159.6 亿，同比增长 111%。主要是受益于微信支付相关业务的手续费及云服务业务规模扩

大。公司继续推广微信支付，并相信激烈的市场竞争将不断教育用户，带来增量市场。未来公司将持续寻求线

下商家的合作，整合支付技术与云方案，全面执行赋能战略，不断向智慧零售领域布局。 

 

风险因素 

金融业务面临更严格法规监管等风险；单个游戏产品对公司短期业绩扰动风险；国内互联网主力人群快速迁

移、用户需求快速变化风险。 

 

建议关注 

我们认为中长期腾讯在国内移动互联网领域中心流量入口地位仍难以撼动，公司业绩成长性、确定性突出，值

得长期战略性配置。基于对公司产品和战略的梳理以及对公司长期发展的信心，我们维持公司 2018-2020 年

Non-Gaap 净利润 933 亿/1282 亿/1627 亿人民币的预测，对应 EPS 为 10.35/13.89/17.39 元人民币，维持目

标价 556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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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