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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 (WB US; 90.74 美元; 目标价: 113 美元)  
微博六问：护城河仍在，货币化进程不改    
 
自媒体和智媒体之争：头条等资讯应用逐步加入社交媒体属性后，会否冲击微博根基? 
微博依旧是 KOL 粉丝经济的主阵地，其多年耕耘而成的 KOL 与粉丝生态、内容与用户沉淀、强大的资讯传播

裂变能力、用户的品牌认知与使用习惯构建了深厚的护城河，目前存量内容超 1000 亿，头部用户超 40 万，

“头条们”或形成部分分流，但短期不足以撼动微博根基。 
 
短视频：独立短视频平台快速崛起，对微博的冲击几何?  
1) 近年短视频迅速崛起，快手、抖音月活 2 亿+，短视频立体化的视听体验和十几秒的时长满足了用户在移动

化趋势下的碎片阅读需求，在时长维度挤占了微博的空间；2) 但由于微博早期已布局短视频领域，且依托于其

现有的社交关系链，与短视频的弱社交关系链形成差异化竞争。我们认为，短视频平台和社交媒体将大概率并

存，在用户使用时长上此消彼长，但难以形成替代关系。 
 
内容：相比其他短视频平台，微博在内容方面有什么独特性? 
1) 不同平台的内容有一定重叠与竞争，但不同平台内容构成与合作模式又存在差异性，微博积极推进垂直内容

布局、与 MCN 广泛合作，为用户提供大量丰富而独特的内容。2) 截止 2017 年，微博已覆盖 55 个领域，单月

阅读量过百亿领域达到 25 个；截止 2017 年 11 月，53 个垂直领域中微博 MCN 超 1200 家 (来源：微博数据

中心)，帮助创作者为用户创作更多专业的垂直内容。 
 
广告：相比其他短视频平台，微博在广告模式与价值上有何差异? 
依托对 4 亿用户的触达能力与营销裂变的特质，微博能够满足游戏、电商、本地服务、综合品牌等各类广告主

的营销需求，广告形式也较为丰富，包括开屏、信息流、粉丝头条以及植入和电商等，相比快手、美拍等产

品，微博的媒体属性对广告主的广告价值凸显，有望获取稳定的广告预算。 
 
变现潜力：微博和头条目前差距明显的单用户收入，是否意味着微博有提升的空间? 
单用户使用时长是微博与头条广告收入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当前平台间用户时间争夺空前激烈，随着大数据

体系的完善，未来广告加载率提升和广告单价有望成微博未来广告收入增长的主要驱动。 
 
风险因素 
移动互联网用户增速放缓、手机出货放缓，获客竞争加剧，用户渗透与城市下沉不及预期；短视频应用增长对

微博活跃用户规模与时长造成冲击；信息流优化效果与价值提升不及预期；内容监管风险。 
 
建议关注 
考虑公司内容生态与关系沉淀壁垒深厚、货币化潜力依旧充分，我们维持公司 2018-20 年 Non-GAAP 归母净

利预测 6.30 亿/9.20 亿/12.30 亿美元，对应 Non-GAAP PE 32/ 22/ 16 倍，2018-20 年收入 CAGR 39%、non-
GAAP 净利润 CAGR 45%，考虑公司对用户稳定的价值与较强的成长性，给予 2018 年 non-GAAP PE 40x，
目标价 113 美元，对应单用户价值 61 美元 (约合 410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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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