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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陌 (MOMO US; 45.15 美元; 目标价: 53 美元)  
多样化社交解决用户孤独感  多元化场景增强货币化潜力  
 
陌陌并不仅是一个约会平台，陌陌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提供实时交互的即时性连接、以及直播、电台等多样性

的交互方式，为用户提供了一个在线社交平台。陌陌以其高效的社交方式持续吸引流量，通过与用户匹配度较

高的增值服务变现。 

 

陌生人社交是刚需，陌陌流量增长有保障 
随着城市化加深，流动人口规模将持续保持较高水平，对陌生人社交的需求强烈，陌陌的流量基础有充分的保

障。 

 

即时性社交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场景多元化提升用户粘性 
直播业务有望充分受益加速整合，多元化的场景持续增强货币化能力。陌陌是通过场景化设计（直播、聊天

室、小游戏）给用户提供高效率的交流机会，并形成了较强的流量优势。多元的互动关系则巩固了用户对平台

的粘性，降低对单个用户的依赖性，抑制用户迁移至熟人平台。 

 

并购探探强化竞争优势，探探商业化有望成为新增长点 
陌陌以约 7.71 亿美元收购探探 100%股权。收购后形成强协同效应，进一步巩固陌陌的竞争优势。 

 

风险因素 
1) 政策监管风险；2) 增值业务货币化进程不及预期  

 

建议关注 
我们预计 2018-2020 年，公司营收达 19.9/27.5/34.2 亿美元，同比增长 51%/38%/24%。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

3.9/7.0/9.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3%/78%/39%，以 1 ADR = 2 股计算，当前股价对应 PE 为 23.6/13.3/9.5 倍。

我们分别以单用户价值法、相对估值法及 DCF 估值法测算，认为公司合理目标价区间应为 50~55 美元/ADR，

对应 2018 年 PE 为 26.2x ~ 28.7x 倍，对应 2019 年 PE 为 14.7x ~ 16.2x 倍，对应当前股价有较大上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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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