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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多多 (PDD US; 20.83 美元; 目标价: 25 美元)  
用户数跃居行业第二  走向深度运营─从流量角度看拼多多    
 
移动互联网：用户接近峰值，由获客到深度运营 
2018 年 1-9 月，中国移动互联网月活跃用户数增加 3400 万户至 11.2 亿户，2018 年以来月环比增速持续在
0.5%以下；我国 15-69 岁人口为 10.0 亿人，预计未来移动互联网用户稳定在 11.5~12.0 亿户。2018 年 9 月，
中国综合电商 APP 月活跃用户数 7.8 亿户，环比+2.0%，渗透率 69.7%。我们将流量运营分为获取客户、提
升留存率/打开次数/使用时长等，将消费者运营概括为提升转化率、由赚取商品价差、佣金、广告到赚取支
付、金融、娱乐、体育、健康等全方位生活支出等。存量用户时代，增长逻辑由获客驱动转为深度运营。深度
运营涵盖了获取用户之外的深度流量运营和消费者运营。 
 
拼多多用户指标陆续超越京东，跃居行业第二 
2018Q2，拼多多/京东年度活跃用户数为 3.4/3.1 亿，拼多多首次超越京东跃居电商第二。极光数据显示，
2018 年 10 月拼多多/京东 MAU 分别为 2.65/2.49 亿，实现 MAU 首次超越；2018 年 1 月拼多多 DAU 已超过
京东，2018 年 10 月拼多多/京东月均 DAU 分别为 6344/3491 万。微信生态、社交拼团、低线客群、信息流模
式等使拼多多用户数领先的主要原因。2018 年 10 月，淘宝月均 DAU1.86 亿户，约为拼多多 3 倍水平，二者
重合度提升。 
 
高留存、高粘性，由流量获取向深度运营转变 
一方面，2018Q3 起，随用户基数及渗透率的提升，拼多多获客增速与移动互联网行业整体增速趋同：8/9/10
月拼多多 MAU 环比增速放缓至+3%/+1%/+8%，月均 DAU 环比增速放缓至+2%/+2%/+1%。另一方面，留存
率、启动次数、使用时长等多项粘性数据持续向好。极光数据显示，拼多多 APP 七日留存率平均为 31%，天
猫/京东/淘宝平均为 7%/14%/29%；2018 年 5 月起，拼多多单日人均启动次数超越淘宝位列第一；截至
2018/11/04，拼多多最新人均启动次数为 4.2 次，淘宝/天猫/京东分别为 3.9/2.8/3.1 次。2018 年以来，单日使
用时长超 3 分钟的用户占比稳步提升至 76%。 
 
用户结构优化、平台粘性提升，单用户贡献 GMV 提升空间大 
拼多多 2018Q2 单用户贡献年 GMV 仅 763 元，2017 年阿里巴巴/京东单用户贡献年 GMV 为 8696/4418 元。
拼多多商品、服务边际改善，一二线城市用户占比由 2018 年初的约 44%逐步提升至 48.3%。随老用户占比提
升、平台粘性增强，拼多多购物频次、客单价有望持续提升，单用户贡献 GMV 具备较大提升空间。 
 
风险因素 
假货痼疾；目标客群收入及品牌认知提升后，向其他电商迁移。 
 
建议关注 
极光数据等显示，拼多多用户数、粘性、人均年消费金额、货币化率等指标快速提升，有鉴于此，上调 2018-
20 年 GMV 预测至 4,300 亿/8,012 亿/10,947 亿元 (原预测：3802 亿/6345 亿/8349 亿元)，上调营业收入预测
至 115.0 亿/254.2 亿/391.1 亿元 (原预测：84.3 亿/117.1 亿/144.3 亿元)，调整 non-GAAP 净利润预测至-15.3
亿/-0.35 亿/20.6 亿元 (原预测：-12.8 亿/-5.4 亿/-0.07 亿元)，对应 EPS 分别为-0.35/-0.01/0.46 元 (原预测：-
0.59/-0.25/0 元)；2018 年 GAAP 净利润预测-73.5 亿元，对应 EPS -1.7466 元。公司成立三年，用户数高速
增长至综合电商第二，商业模式仍在探索迭代。维持目标价 25.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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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