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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ilio (TWLO US; 92.23 美元; 目标价: 93.88 美元)  
营收增速远超市场预期    
 
作为全球最大的云通信厂商，Twilio 公布 2018Q3 季度财务报告，营收增速大幅高于此前市场预期，推动股价

单日上涨 35.44%。我们对此点评如下： 

 

业绩表现 

公司当季收入 1.69 亿美元，环比+14%，同比+68%，Q4 收入指引 1.83~1.85 亿美元，全年收入指引

6.29~6.31 亿美元，同比+58%左右。 

 

业务进展 

公司当季完成两笔重要收购，包括邮件 API 厂商 SendGrid，以将自身云通信平台能力从语音、SMS、video

等扩展至邮件，以及呼叫中心软件厂商 Ytica，以强化自身云呼叫中心产品 Twlio Flex 在语音分析、人力优化

等环节能力。 

 

市场关注点 

主要集中于公司云呼叫中心 Twlio Flex 产品进展&客户获取，以及物联网进展两个部分。Twlio Flex：作为以开

发者为中心的产品，公司当前仍主要通过开发者，以及部分生态合作伙伴以实现 Twlio Flex 面向终端用户群的

延伸，同时公司亦希望建立一个小型的合作伙伴网络，以加快产品市场推广。物联网：目前的行业环境、自身

产品业务仍处于早期，但看好市场长期的成长空间。 

 

长期成长性 

目前公司平台注册开发者数量仅 200 万左右，相较于全球近 2800 万的总数，渗透率仍不足 10%。公司表示规

模效应的显现将带来整体业务毛利率的逐步上移，但费用率预计保持相对稳定。预计清晰的市场竞争格局、活

跃付费账户数的增长，以及用户 ARPU 的持续提升将共同驱动公司未来三年营收保持 35%以上增速。突出的

业绩成长性、确定性，亦使得公司持续获得估值溢价。 

 

风险因素 

客户数、客户价值增长不及预期风险；公司 Flex 产品进展不及预期风险；行业竞争持续加剧风险等。 

 

建议关注 

根据彭博一致预期，公司 2018/19/20 年收入为 6.24/8.16/10.39 亿美元，同比+56%/31%/27%，当前估值对应

2018/19/20 P/S 为 15/11/9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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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