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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飞 (NFLX US; 379.48 美元; 目标价: 480 美元)  
用户增速放缓  不改长期上升趋势    
 
业绩点评：奈飞公司于 7 月 17 日发布 2018 年度二季度业绩。公司营收及新增用户数逊于预期，净利润及

EPS 好于预期，全年盈利预测维持不变。2018 年 Q2，公司营收达到 39.07 亿美元，Non-Gaap 净利润为 3.8

亿美元 (VS 18Q1/17Q4 净利润 2.9 亿/1.9 亿)，摊薄后 EPS 为 0.85 美元，订阅用户净增长为 520 万人 (低于

市场预期的 627 万人)，推动总订阅数达到 1.3 亿。 

 

利润增速亮眼，用户增速不达预期造成市场负面情绪：本季度公司新增用户数不达预期，投资人担心中长期公

司用户获取能力下降，难以支撑未来高增长，但新增用户不达预期是由于美国国内用户增速放缓所致，传统淡

季叠加高订阅基数，使得新增用户订阅环比不达预期。公司在过去两年，有两次新增用户数不及预期的情况。

公司营收利润增速维持高位增长，盈利指标全面向好。2018 年 Q2，公司营收达到 39.07 亿美元，同比

+40%，环比+6%，公司收入连续两个季度增速超过 40%；Non-Gaap 净利润为 3.8 亿美元，同比+486%，环

比+32%；净利润增速达到 2017 年以来新高；公司营业利润率为 11.8%，同比增长 7 个百分点，环比下降 1

个百分点，营业利润率连续两个季度超过 10%。公司三季度营收指引为收入 39.88 亿美元，同比+33.6%。全

球新增订阅数为 520 万，同比-5.7%，与 Q2 持平。 

 

美国订阅用户增速放缓，全球化布局进一步加快：2018Q2，公司共拥有全球订阅用户 1.3 亿，同比+25%，环

比+4%，其中美国订阅数为 5738 万 (同比+10%)，国际订阅数为 7276 万 (同比+40%)。公司在 Q2 预测新增

国际订阅用户数为 620 万，而实际为 515 万人，主要是由于美国国内用户订阅增速大幅放缓所致 (Q2 新增用

户 67 万，同比-37%，同比环比-65%，创下 17 年以来 低值)。公司新增订阅数在传统上有季节波动 (Q1 及

Q4 较高，Q2 较低)，且这一季度，公司订阅业务的全美渗透率 (订阅用户/美国家庭数) 已经达到 45.39% (VS

全美电视渗透率 70%，传统付费订阅渗透率为 50%)，公司在美国的增速放缓是由于渗透率逐渐趋于饱和所

致，未来美国的营收增长将主要由提价驱动。美国国内订阅业务利润率稳步提升，18 年 Q2 达到了 39.1%，

同比增长 2 个百分点。 

 

公司 Q2 新增国际用户数 447 万，同比+8%，增速进一步加快，同时公司对于海外内容的投入开始显现出规模

效应，海外业务扭亏为赢，国际订阅业务利润率进一步提升至 15.5%，同比提升了接近 16 个百分点，证明公

司全球化布局战略获得成功。除了原有的当地内容采买外，公司管理层宣称，将在下半年开启非英语类自制剧

的生产，包含芬兰语、印地语等为主的原创内容，进一步加强在国际市场的内容竞争力。公司中期目标为在一

定的利润率水平内，不断提升国际用户的订阅数量。公司全球化布局进一步加快，国际业务有望在中长期拉动

公司营收增长。 

 

艾美奖获奖数量超 HBO，精品内容壁垒不断增强：公司在 18 年获得 112 项艾美奖提名，首次击败精品龙头

HBO 成为提名冠军，打破了 HBO 蝉联 18 年的艾美冠军记录，显示了流媒体龙头已经具备了超越传统精品电

视台的内容能力。公司持续的大手笔内容投入，不断网罗全球金牌制片人，精品内容壁垒越发明显，公司 18

年艾美奖提名数是 Hulu 的 4 倍，亚马逊的 5 倍，差距进一步扩大。公司规模性的内容优势将在中长期持续维

持用户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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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指标持续改善，季度波动不改长期发展逻辑：从盈利指标来看，公司毛利率持续提升至 41%，同比提升

近 10 个百分点，资产负债率连续三年稳定在 80%左右水平，同时公司现金量连续三个季度增速超过 80%，显

示公司盈利能力不断提高。2018 年 Q2 公司单用户内容成本为 17.6 美元/季，同比-4%，显示内容投入的效率

不断提高，内容投入对营收的拉动能力不断增强；人均 ARPU 在全球范围内达到 30 美元/季，同比+12%，考

虑到目前国际订阅用户占比接近 60%，公司凭借稀缺性的精品内容，对于全球用户享有较强的溢价权，未来

将享受量价齐增的成长。虽然公司新增用户数量有季节性波动，我们认为中长期的高增长逻辑仍然稳固，公司

通过精品内容和海量用户优势，不断提升内容分发和生产能力，在海外的渗透率将进一步提升，目前全球流媒

体龙头的地位无人撼动。 

 

风险因素：国际化原创内容受欢迎程度不及预期风险；公司在流媒体领域面临亚马逊及 Hulu 等巨头的持续竞

争；北美用户需求快速变化，不断推高内容成本的风险；。 

 

建议关注：我们认为中长期奈飞在全球流媒体霸主的地位仍然难以撼动，公司将在全球范围内替代电视，内容

投入的规模效应不断显现，且对比付费电视订阅，仍然享有较大的提价空间。我们判断公司未来两年仍然是一

个营收增速超过 30%，业绩成长性、确定性突出的公司，值得长期战略性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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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