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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4 月 1 日 木瓜移动  

 ——海外营销领军企业，三年收入复合增长 177% 

发行上市资料： 
 发行股数（万股） 2258 

预计发行日期 - 

发行方式 网下询价,网上定价 

主承销商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跟投方 保荐人子公司 

 
 

投资要点： 

 公司基于自主研发大数据平台，为国内企业提供海外营销服务。公司为国内广告主海外广
告投放的服务商，将国内广告主的资料及商品信息推送至海外媒体，广告形式包括搜索展
示类广告和效果类广告。公司营销服务网络覆盖北美、东南亚、南亚、中东、东欧等地区，
在全球布置了 14 个大数据中心，业务覆盖一带一路沿线 65 个国家和地区。截止 2018 年
末，公司在出海大数据营销产业处于领先地位，在 Facebook 媒体渠道出海营销收入排名
前 2 位，在 Google 媒体渠道出海营销收入排名前 5 位。 

 2018 年营业收入 43 亿元，同比增长 90%，归母净利润 8345 万元，同比增长 35%。2018
年公司实现收入 43.3 亿元，同比增长 89.9%，其中搜索展示类业务实现收入 42.0 亿元，
占总收入的 97%，16-18 年收入复合增速为 177%，公司收入高速增长受益于广告主出海
需求的不断增长和公司技术实力提升带来的客服能力提升。18 年实现归母净利润 8345 万
元，同比增长 35.1%。16-18 年公司毛利率分别为 20.31%/6.24%/4.38%，公司毛利率水
平下滑主要受公司战略调整影响，公司前期高毛利的休闲社交类产品已经不再经营，同时
占公司收入 90%以上的搜索展示类广告毛利率水平较低，因此整体拉低公司毛利率水平。 

 在大数据实时处理、用户画像、投放策略等核心环节有长期积累,研发投入占公司总费用
40%。公司核心商业模式为基于海量数据和核心算法，为广告主提供最优广告投放方案，
并获取广告主支付的费用。公司的大数据分析处理技术具有高吞吐量、海量数据标签库和
毫秒级快速响应的特点，满足广告主对海外广告投放的高要求。公司超过 50%员工为技术
研发人员，每年约 40%费用支出投向研发领域，18 年公司研发费用 3052 万，占公司合
并营业收入 0.71%，占母公司营业收入 12.66%。 

 客户包括点点互动、奇虎 360、今日头条等，主要覆盖 FB、Google 渠道。2018 年工具
类客户占总收入的 24%，电商类客户占总收入的 40%，主要客户包括百度、点点互动、
奇虎 360、今日头条等，18 年公司第一大客户为点点互动，占总收入的 13%，前五大客
户收入占总收入 33%。在投放渠道上，Facebook 和 Google 是公司主要的广告投放渠道，
其中 Facebook 渠道投放金额占总成本的 92%，Google 渠道投放金额占总成本 6%。 

 募投项目情况。公司募投 Papaya 大数据智能平台项目 3.2 亿元，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6350
万元，总部基地项目 9060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 7 亿元。 

 采用科创板第一套标准申报，采用 PE 估值。公司符合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 10 亿元，最

近两年净利润均为正且累计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的科创板上市标准。公司已有

稳定的收入来源且已经盈利，建议用 PE 进行估值，可比公司包括蓝色光标，智度股份等。 

 风险提示：广告主流失，经济下行广告主广告投放意愿下降等。 

基础数据（发行前）: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每股净资产（元） 5.91 

总股本/流通 A 股(百万) -/- 
 

 
公司主营业务 

 
 
 
 
 
 
 
 
 

证券分析师 

顾晟  A0230517080004 
gusheng@swsresearch.com 
刘洋 A0230513050006 
liuyang2@swsresearch.com 

研究支持 

顾晟  A0230517080004 
gusheng@swsresearch.com 

联系人 

顾晟 
(8621)23297818×7412 
gusheng@swsresearch.com  

 

 

财务分析   
 2016 2017 2018 

营业收入（百万元） 565 2,279 4,328 

同比增长率（%）  304% 90%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百万元） 34 62 83 

同比增长率（%）  80% 35% 

每股收益（元/股） 0.56 0.92 1.23 

毛利率（%） 20.31% 6.24 % 4.38%  

ROE（%） 29.49% 25.52% 24.01%   
财务指标 

 
 2016 2017 2018 

流动比率 1.85 1.43 1.41 

资产负债率 55.19% 69.85% 70.54% 

应收账款周转率 3.08 4.51 4.88 

存货周转率 1.85 1.43 1.41 
  

 
备注：以上分析基于 2019 年 3 月 29 日发布的招股说明书 

95.07%

2.95%

搜索展示类 效果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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