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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多多 (PDD US; 30.11 美元; 目标价: 29.9 美元)  
四大指标同超预期  持续性待观测    
 
2Q19 单季度 GMV/营业收入同比+184%/+169%，Non-GAAP 归属净利润-4.1 亿元，业绩超预期。2Q19 公司

GMV (TTM) 7,091 亿元，同比/环比分别+171%/+27%，测算单季度 GMV 为 2,341 亿元，同比/环比分别

+184%/+54%；从品类角度，3C、家电增速最快，但基数较小；从增长率贡献来看，基数较大的服装、农产

品是拉动 GMV 快速增长的主要品类；营业收入 72.9 亿元，同比/环比分别+169%/+60%。2Q19 公司实现

GAAP/Non-GAAP 归属净利润-10 亿/-4.1 亿元，净利率分别为-14%/-6%。 
 
高线城市获客成效显著，人均 GMV 稳健提升。2Q19 末年活用户达 4.8 亿，较 1Q19 末增加约 4000 万户，同

比/环比分别+40%/+9%；季度平均 MAU 为 3.66 亿，较 1Q19 末增加约 7600 万户 (单季新增月活用户创历史

新高，次高为 4Q18 的 4100 万)，同比/环比分别+88%/+26%；一二线用户 GMV 贡献达到 50%左右，年度活

跃用户人均贡献 GMV1,468 元。 
 
商户数增长、广告营销方式日益成熟等原因共同推动货币化率进一步回升至 3.1%，超预期。公司披露 Q2 货

币化率 (TTM) 为 2.9%，测算 Q2 单季度货币化率为 3.1%，同比/环比分别-0.2/+0.1pcts，源自：1) 商户数量增

长：3Q18 约 200 万商家，4Q18 商户数量约 360 万，1Q19 商户数量持续增长至约 400 万，2Q19 商户数保持

稳定。2) 广告产品日益丰富，变现能力增强，商户有更强的意愿投放广告，如：关键词搜索、展示位如信息流

中的 banner、品牌馆广告、场景推广等。2Q19，佣金费率为 0.35%。预测 2019 全年货币化率在

3.0%~3.1%。 
 
毛利率微降至 78%，营销投入下降，假设当季营销费用约 60%用于招募新客，推算新增年活用户人均分摊营

销费用约 92 元，引流成本小幅下降，显著低于中心化电商 (天猫、京东新客成本在 200+元/人)。2Q19 公司毛

利率微降至 78%，同比/环比分别-8/-3pcts；Q2 营销投入下降，Non-GAAP 营销费用率 81%，同比/环比分别-
27/-22pcts。新增年活用户人均分摊营销费用下降至 153 元，同比/环比+92/-44 元，营销驱动获客边际效用递

增，流量成本优势明显。2Q19 公司 Non-GAAP 管理/研发费用率分别为 1%/8%，同比+0/+2pcts，管理费用率

持平，研发费用率持续提升。预计公司将持续增加研发投入，2018 年有 1,900 名工程师，2019 年预计再增加

2000 人。 
 
风险因素：促销助力拉新与增长，但可持续性弱；目标用户迁移至同业。 
 
建议关注：鉴于流量、GMV、变现率超预期，上调 2019-21 年营业收入预测至 296.2/432.8/604.8 亿元，同比

+126%/46%/40%；维持 non-gaap 归属净利润预测为-34.9/0.5/13.3 亿元，对应全面摊销 EPADS 分别为-
3.0/0.04/1.14 元。公司一手抓低线用户粘性，一手抢占高线市场；以拼工厂、农地对接等方式丰富平台商品、

提升体验。巨额补贴的可持续性，丰富品类、集聚流量、算法优化能否正向循环是公司未来成长的关键。建议

投资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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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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说明 
投资建议的评级标准 
报告中投资建议所涉及的评级分为股票评级和行业评

级 (另有说明的除外)。评级标准为报告发布日后 6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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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指 (针对协议转让标的)或三板做市指数 (针对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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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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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区：本研究报告在香港由中信证券经纪  (香港) 有限公司  (下称“中信证券经纪”，受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监管，中央编号：AAE879) 
分发。 

新加坡：本研究报告在新加坡由 CLSA Singapore Pte Limited (下称“CLSA Singapore”) 分发，并仅向新加坡《证券及期货法》s.4A  (1) 定义下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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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中所载任何观点的背书。任何从中信证券与 CLSA group of companies 获得本研究报告的接收者如果希望在美国交易本报告中提及的任何证券应
当分别联系 CSI-USA 和 CLSA Americas。 

英国：本段“英国”声明受英国法律监管并依据英国法律解释。本研究报告在英国须被归为营销文件，它不按《英国金融行为管理手册》所界定、旨在提
升投资研究报告独立性的法律要件而撰写，亦不受任何禁止在投资研究报告发布前进行交易的限制。本研究报告在欧盟由 CLSA (UK) 发布，该公司由
金融行为管理局授权并接受其管理。本研究报告针对《2000 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 2005 年 (金融推介) 令》第 19 条所界定的在投资方面具有专业经验
的人士，且涉及到的任何投资活动仅针对此类人士。若您不具备投资的专业经验，请勿依赖本研究报告的内容。 

一般性声明 
本研究报告对于收件人而言属高度机密，只有收件人才能使用。本研究报告并非意图发送、发布给在当地法律或监管规则下不允许该研究报告发

送、发布的人员。本研究报告仅为参考之用，在任何地区均不应被视为出售任何证券或金融工具的要约，或者证券或金融工具交易的要约邀请。中信
证券并不因收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中信证券的客户。本报告所包含的观点及建议并未考虑个别客户的特殊状况、目标或需要，不应被视为对特定
客户关于特定证券或金融工具的建议或策略。对于本报告中提及的任何证券或金融工具的分析，本报告的收件人须保持自身的独立判断。 

本报告所载资料的来源被认为是可靠的，但中信证券不保证其准确性或完整性。中信证券并不对使用本报告所包含的材料产生的任何直接或间接
损失或与此有关的其他损失承担任何责任。本报告提及的任何证券均可能含有重大的风险，可能不易变卖以及不适用所有投资者。本报告所提及的证
券或金融工具的价格、价值及收益可能会受汇率影响而波动。过往的业绩并不能代表未来的表现。 

本报告所载的资料、观点及预测均反映了中信证券在最初发布该报告日期当日分析师的判断，可以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况下做出更改，亦可因使用
不同假设和标准、采用不同观点和分析方法而与中信证券其它业务部门、单位或附属机构在制作类似的其他材料时所给出的意见不同或者相反。中信
证券并不承担提示本报告的收件人注意该等材料的责任。中信证券通过信息隔离墙控制中信证券内部一个或多个领域的信息向中信证券其他领域、单
位、集团及其他附属机构的流动。负责撰写本报告的分析师的薪酬由研究部门管理层和中信证券高级管理层全权决定。分析师的薪酬不是基于中信证
券投资银行收入而定，但是，分析师的薪酬可能与投行整体收入有关，其中包括投资银行、销售与交易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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