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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多多 (PDD US; 23.14 美元; 目标价: 25 美元)  
用户数、GMV 强劲增长，货币化率与获客成本齐升    
 
用户数、GMV、营收延续强劲增长，亏损收窄 
截至 2018Q3，公司 GMV (TTM) 达 3,448 亿元 (测算 Q3 单季度约 1,047 亿)，同比+386%，略超预期；年度
活跃用户提升至 3.86 亿，同比+144%，符合预期；Q3 平均 MAU 为 2.3 亿，同比+226%；单用户贡献 GMV
(TTM) 进一步提升至 894 元。2018Q3，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3.7 亿元，同比+697%，环比+24.5%，增长强
劲；Non-GAAP 归属净利润-6.2 亿元，Non-GAAP 净利率-18.4%，较上季度环比收窄；经营性现金流 2.5 亿
元，期末现金及等价物 149.6 亿元。 
 
在线营销服务驱动营收高增，货币化率进一步提升 
2017/18H1/18Q3 在线营销服务收入 12.1/34.8/29.7 亿元，佣金收入 5.3/6.2/4.0 亿元，其中在线营销服务占总
收入比重 69%/85%/88%，广告业务逐步成熟。截至 2018Q3，公司货币化率 (TTM) 持续提升至 2.5% (测算
Q3 单季度约为 3.2%)，环比+0.3pcts (参考：阿里巴巴 FY2018 货币化率为 4.4%)；毛利率为 77%，环比-
9pcts，维持较高水平。 
 
规模效应下费率持续优化，获客成本提升至 77 元 
为打造品牌形象、持续获取用户、提升消费者信任，公司营销费用投入维持较高水平，2017/18H1/18Q3 公司
Non-GAAP 营销费用率为 77%/101%/90%，2018Q3 环比-18pcts，规模效应下营销费用有望持续摊薄。
2018Q1/Q2/Q3，获客成本分别为 22/61/77 元。2018H1/18Q3 Non-GAAP 研发费用率为 6%/9%，研发投入
略有提升，2018Q3 Non-GAAP 整体费用率 100%，环比降 15pcts。 
 
用户数稳居行业第二走向深度运营，商业模式探索迭代空间大 
2018Q3 拼多多/京东年活用户数 3.9/3.1 亿，自 2018Q2 首次超越京东后站稳行业第二。与此同时，拼多多用
户表现出高留存、高粘性，由流量获取转向深度运营。“社交拼团+信息流分发”模式下叠加高营销投入，短期
内拼多多有望维持较高获客、高粘性；长期来看，基于庞大用户及交易规模有望完善生态、创新迭代商业模
式。  
 
风险因素 
目标客群收入及品牌认知提升后，向其他电商迁移；竞争加剧。 
 
建议关注 
公司成立三年用户数跻身行业第二，用户粘性持续向好，广告业务逐步成熟，人均 GMV、货币化率处上升通
道。维持 2018-20 年 GMV 预测为 4,300/8,012/10,947 亿元；考虑到 2018H2 货币化率有望小幅超预期，上调
2018 年营业收入预测至 119.5 亿元 (原预测：115.0 亿元)；鉴于毛利率下滑、营销高投入，下调 2018 年 non-
GAAP 归属净利润预测至-22.5 亿元 (原预测：-15.3 亿元)，维持 2019-2020 年 non-GAAP 归属净利润预测-
0.35/20.6 亿元不变，对应 EPS 分别为-0.51/-0.01/0.46 元；维持 25.0 元目标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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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