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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飞 (NFLX US; 377.34 美元; 目标价: 430 美元)  
Q1 业绩超预期，但 Q2 指引较弱    
 
奈飞已在全球流媒体市场构筑绝对的领先优势 
我们坚定看好公司的长期竞争力、商业潜力。我们预计公司海外地区付费用户数仍将维持强劲增长，但短期将

面临市场竞争持续加剧、上游内容成本上升、涨价带来用户阶段性流失加剧等经营风险。当前阶段，需重点关

注：涨价后付费用户增长、内容端成本投入、现金流等核心指标。 
 
流媒体服务巨头奈飞于近日公布了 FY2019Q1 的财务报告，当季付费用户数、营收超出市场预期，但 Q2 收

入、用户指引均低于市场预期。财报公布后，公司股价盘后下跌 7%。 
 
财务表现：Q1 业绩超市场预期，但 Q2 展望较为疲弱 
公司一季度实现收入 45.20 亿美元（同比+22.2%），高于此前市场预期（45 亿美元），当季净利润 3.44 亿美元

（同比+18.6%），业绩、付费用户增长均超出市场预期。公司预计二季度收入 49.28 亿美元（同比+26.1%），

其中美国地区 22.77 亿（同比+20.3%），海外市场 25.75 亿美元（同比+34%），净利润 2.49 亿美元（同比-
45.8%，主要源于有效税率变动），收入、用户指标项展望均不及市场此前预期。同时公司维持 2019 年全年

13%的运营利润率指引。 
 
付费用户：美国市场 Q2 展望较弱 
公司一季度全球新增付费用户数 960.4 万，其中美国新增 174.3 万，达到 6023 万，海外新增 786.1 万，达到

8863 万。ARPU 方面，美国地区同比+3%，海外同比-5%，ARPU 的变化主要由美国市场涨价，海外中低端用

户快速增长所致。公司预计二季度付费用户新增 500 万，其中美国 30 万（市场预期 65 万），海外 470 万（市

场预期 483 万）。我们预计美国地区较弱的 Q2 付费用户增长展望，主要源于涨价造成的短期部分用户流失所

致。管理层预期 2019年新增付费用户将超过 2018年，因此可以预见海外市场将成为公司后续三个季度付费用

户主要增长来源。 
 
短期关注：涨价、市场格局、财务压力等 
在财报公布后分析师会议上，我们发现，市场竞争格局、内容投入、企业现金流缺口等依然是市场当前关注的

焦点。短期来看，涨价带来的阶段性用户流失压力，迪士尼、苹果等竞争对手的进入，将可能使得公司在用户

增长、内容成本两端同时承压并考验公司的融资能力。公司 Q1 经营现金净流出 3.80 亿美元，较去年同期

（2.40 亿）进一步扩大，反映了内容端投入力度加大。公司预计 2019 年公司自由现金流为-35 亿美元（前期

预算 30 亿美元），我们认为这主要源于有效税率调整等一次性因素所致，而非反映公司现金流压力进一步增

大。 
 
长期观点：流媒体平台地位有望持续巩固 
巨头纷纷进入流媒体市场，有望进一步加快市场成长速度，同时传统媒体巨头向订阅模式转变亦需要一定的时

间周期，奈飞的平台地位短期难以撼动。同时根据公司披露，新的财务准则的使用，有望使得公司有效税率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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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5%左右，从而在中期进一步降低公司财务压力。当前奈飞平台用户使用时长仅占美国 TV 用户时长的

10%，而在海外市场甚至不足 2%，市场长期发展空间依然巨大。奈飞在全球市场的领先地位以及平台效应持

续显现，有望使得公司在全球市场份额不断提升。 
 
风险因素 
行业竞争持续加剧风险；付费客户数增长、留存不及预期风险；内容端布局不及预期风险；公司融资成本、现

金流持续承压风险等。 
 
建议关注：奈飞已在全球流媒体市场构筑绝对的领先优势 
我们坚定看好公司长期竞争力、商业潜力。预计公司短期将面临市场竞争持续加剧、上游内容成本上升、涨价

带来用户阶段性流失加剧等经营风险；市场中短期关注焦点将主要集中于市场竞争格局演化、美国本土付费用

户增长、公司现金流&对外融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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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