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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点客，抢占移动社交电商风口 
[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微信、微商和社交电商。移动社交电商，是电子商务的一种衍生模式。它借

助社交媒介（微博、微信等）传播途径，通过社交互动、用户自生内容等手

段来辅助商品的购买，同时将关注、分享、互动等社交化的元素应用于交易

过程之中，是电子商务和社交媒体的融合。 

近几年随着移动互联网特别是社交网络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媒体正逐步吞噬

传统媒体的市场份额，移动社交商业异军突起。微信、微博为商业带来新的

投放渠道，这一类社会化媒体拥有大规模用户基数，是未来企业最重要的市

场之一。 

 从短信到微信，点点客始终专注服务中小企业。点点客成立于 2007 年 12 月，

专注移动社交营销，2012 年 12 月在新三板挂牌。公司同时满足三套新三板

创新层标准，是首批创新层企业之一。 

 抢占移动社交电商风口。公司为企业客户提供移动互联网营销工具 SAAS

（Software-as-a-Service）服务，帮助企业通过管理运营微信、微博等社交

软件实现移动社交营销，提高企业营销效率。 

 公司定位于“创新移动营销技术服务商”，业务范围随着客户需求不断延伸，

目前业务包含三大战略板块：1） SAAS 工具服务：人人店、到店等。目前

SAAS 产品“人人店”、“到店”已经累计十万家商户。2）移动社交平台服务：

人人电商。2016 年推出了“人人电商”平台，以“人人店”产品为入口，将

企业聚集在平台中，介入交易环节。3）平台衍生服务：移动广告，互联网金

融等。 

 公司近年来始终保持高速发展，2016 全年收入 3.70 亿元，同比增长 102%，

由于投入加大全年亏损，但高投入带来的未来高速增长十分可期。 

 盈利预测和投资评级。我们预计 2017 年公司将基本扭亏，2018 年开始稳定

盈利，2017、2018 年公司 EPS 分别为 0.00、0.15 元。公司未来成长值得期

待，但由于目前尚未盈利，暂不评级。 

 风险提示。新三板流动性弱，公司直销拓展不及预期。 

 海通证券公司担任【430177 点点客】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做市商。 

 

 

主要财务数据及预测 

[Table_FinanceInfo]  2015 2016 2017E 2018E 2019E 

营业收入(百万元) 183.03 369.94 701.29 1056.58 1584.87 

(+/-)YoY(%) 129.77% 102.12% 89.57% 50.66% 50.00% 

净利润(百万元) 29.82 -51.48 1.29 40.51 60.76 

(+/-)YoY(%) 100.91% -272.67% 102.50% 3050.21% 50.00% 

全面摊薄 EPS(元) 0.11 -0.19 0.00 0.15 0.22 

毛利率(%) 71.80% 42.58% 39.37% 42.66% 42.66% 

净资产收益率(%) 9.17% -19.46% 0.48% 13.22% 16.55%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2015-2016），海通证券研究所 

备注：净利润为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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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微信、微商和社交电商 

近几年随着移动互联网特别是社交网络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媒体正逐步吞噬传统媒

体的市场份额，移动社交商业异军突起。微信、微博为商业带来新的投放渠道，这一类

社会化媒体拥有大规模用户基数，是未来企业最重要的市场之一。 

图1 移动社交平台发展历程 

 
资料来源：2015 中国微信营销研究报告，海通证券研究所 

 

1.1 微信：是一个生活方式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产品，微信就是中国移动社交时代最典型的案例。2011 年

初微信面世，经过近六年的发展，目前微信已是全球每月活跃用户最高的移动社交工具。 

图2 微信发展历程 

 

资料来源：微信 APP 各版本说明，海通证券研究所整理 

 

根据腾讯发布的 2016 微信用户报告，截止 2016 年中，微信的每月活跃用户已达

到 7 亿人，公众平台汇聚超过 1000 万公众账号，有 61%的用户平均每天打开微信 10

次以上。 

图3 微信每月活跃用户达 8.89 亿 

 

资料来源：2016 腾讯控股（0700.hk）年报，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4 微信使用者的日均使用时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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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2016weChat 用户报告，海通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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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动消费方面，中国超过 80%的高资产净值人群都在使用微信，微信支付累计绑

卡用户超过 2 亿，2016 前 10 个月微信直接带动的信息消费规模接近 1000 亿元；此外，

微信还拉动了游戏、公众平台等间接消费。 

图5 近八成用户关注了公众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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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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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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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0%

企业商家

18.90%

营销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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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2016weChat 用户报告，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6 超半数的用户将微信支付视作和传统支付同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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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2016weChat 用户报告，海通证券研究所 

 

微信已不再是简单的社交工具，它涉及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已经成为了现代人的一

种生活方式，更是整个社会的一个辅助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每个 ID 都有一个对应的身

份，可以订阅、点赞、分享、群聊。 

图7 微信商业生态 

 
资料来源：iResearch，海通证券研究所 

 

 

1.2 微商：迅速崛起的低成本商业模式 

随着微信的超快速普及和高用户粘性，催生了以朋友圈代购为代表的微商行业，并

在近两年来形成了一股“微商热”。据《2016 中国微商行业发展研究报告》，2015 年微

商行业总体市场规模达到 1819.5 亿元，预计 2016 年将达到 3607.3 亿元。 

1.2.1 微商崛起的原因 

我们认为，微商迅速崛起主要有以下两个因素：1）目前的淘宝平台，商家开店的

营销成本越来越高，小卖家赚钱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甚至目前盈利都并未易事。根据

艾瑞咨询的数据，淘宝网每 100 元的流水中，其中 33 元变成了首页导流和搜索引擎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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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营销投入；因缺乏财力，90%传统商家难以获得导流机会。 

2）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用户暴涨，让微商有了广大的客户群基础；此外平台发

布信息完全免费，且朋友圈操作便捷；61.4%的用户每次打开微信是都会浏览朋友圈，

微商传达信息快速有效。 

图8 2014-2016E 微商行业总体市场规模（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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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2016 中国微商行业发展研究报告，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9 2014-2016E 微商行业从业人数（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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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2016 中国微商行业发展研究报告，海通证券研究所 

 

 

1.2.2 微商发展阶段 

微商从初期的朋友圈代购，已逐渐向管理规范的平台型微商发展。微商平台可以为

微商提供 B2C 或者 C2C 推广，实现平台、卖家买家都得益的低成本商业模式，目前微

商平台的代表有点点客、有赞等。 

图10  微商发展阶段 

 

资料来源：2016 中国微商行业发展研究报告，海通证券研究所 

 

1.3 从工具到产业：移动+社交电商 

“社交”是目前人们互联网生活的主要形态，基数庞大并且还在不断量级递增的用

户群是移动社交电商发展的基础与支撑。 

1.3.1 移动社交电商快速发展 

移动社交电商，是电子商务的一种衍生模式。它借助社交媒介（微博、微信等）传

播途径，通过社交互动、用户自生内容等手段来辅助商品的购买，同时将关注、分享、

互动等社交化的元素应用于交易过程之中，是电子商务和社交媒体的融合。 

自 2013 年起，社交电商行业发展迅猛，到 2016 年整体商户已超过 1000 万户，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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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到 2018 年商家规模有望突破 2000 万，整体市场规模在约达到 1 万亿。 

 

图11  移动购物交易占比及增速（201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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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易观智库，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12  移动社交商户规模（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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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2016 移动社交电商行业数据报告，海通证券研究所 

 

 

在此背景下，传统电商也纷纷加大了“社交”元素，淘宝、京东、唯品会等传统电

商开始强调“社交”对于电商的新价值。 

图13  传统电商加大“社交”元素 

 

资料来源：2016 移动社交电商行业数据报告，海通证券研究所 

 

1.3.2 以“人”为中心的消费 

在社交电商中，“人”的重要性的越来越突出，人人皆有流量资产，移动技术使得

这些流量可以裂变为用户、收入和销售网络，流量资产可以快速增值。 

根据 2016 移动社交电商行业数据报告，目前 80/90 后是社交电商的主要消费人群，

主要分布在一、二线城市，未来随着移动网络的进一步普及和渠道下沉，社交电商有很

大的渗透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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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移动社交电商消费者年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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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2016 移动社交电商行业数据报告，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15  移动社交电商消费者地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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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2016 移动社交电商行业数据报告，海通证券研究所 

 

 

有超过 60%的消费者是因为好友推荐、分享而产生的购买行为；朋友圈、微信群的

图文消息是购买的主要途径。商品的口碑、价格、质量是社交电商消费者关心的前三大

因素，在这个平台上，基于“人”的信任分享是基础。 

图16  影响消费者购买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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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2016 移动社交电商行业数据报告，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17   70%用户愿意分享购物 

会分享给好

友一起购买
31%

会晒图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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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看买什

么东西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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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2016 移动社交电商行业数据报告，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18  移动社交电商的优势 

 
资料来源：海通证券研究所 

“以用户为中心”成为社交电商与传统电商生态中的核心差异。移动社交电商是一

种购物生态，在用户粘性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社交电商以用户为中心，在用户流、资

讯流基础上实现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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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营销精准化是未来大方向 

微信、QQ 等平台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接口，使得商家可以自主开发和接入各种工具，

实现对用户的管理以及用户数据的深度识别和挖掘，从而培养用户购物行为。随着用户

流量的增多，通过对社交数据、用户数据、电商数据的采集和分析，能够更好的匹配商

户和用户需求，实现价值数据输出。 

在未来，营销精准化是移动社交电商产品的重要方向：1）针对性：以“用户为中

心”，细分人群与社群，有针对性的提供符合人群属性的商品和服务；2）可定制性：能

够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的定制化商品和服务；3）主动性：主动感知不同用户的个性化

信息需求并将用户所需要的信息及时推送给用户；4）智能性：根据用户的习惯和爱好

建立用户模型，实现智能推荐和过滤。 

图19  电商 3.0：移动+社交电商 

 
资料来源：2016 移动社交电商行业数据报告，海通证券研究所 

 

1.3.4 移动社交电商服务平台 

移动电商服务，是为移动社交电商提供工具、平台、移动广告业务、互联网金融等

第三方服务的平台企业。为中小企业提供 B2C 或者 C2C 推广，实现平台、卖家买家都

得益的低成本商业模式，目前平台的代表有点点客、微盟等。 

表 1  微信第三方平台代表 

名称 成立时间 代表产品 收入（2016，万元） 利润（2016，万元） 

道一信息 2004 年 企微云平台 7921 689 

随视传媒 2006 年 “易维城”、“趣摇” 10444 -2246 

点点客 2007 年 “人人店”+“人人电商” 36993 -5148 

微巴（点点客收购） 2013 年 微巴平台 6110（2015 年） 1499（2015 年） 

微盟 2013 年 微盟旺铺 18（2015 年） -4.85（2015 年） 
 

资料来源：各公司官网、年报，海通证券研究所 

注：海通证券公司担任【430177 点点客】、【430240 随视传媒】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做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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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点客 

点点客成立于 2007 年 12 月，专注移动社交营销，2012 年 12 月在新三板挂牌。公

司同时满足三套新三板创新层标准，是首批创新层企业之一。 

公司为企业客户提供移动互联网营销工具 saas 服务，帮助企业通过管理运营微信、

微博、易信、百度直达号等社交软件实现移动社交营销，提高企业营销效率。目前已经

累计十万家商户，2015 年公司开始涉足移动电商平台服务。 

2.1  从短信到微信，始终专注服务中小企业 

点点客创立之初就从事移动信息产品的开发，在当时手机用户数量爆发式增长和 3G

技术普及、移动信息产品市场增长迅速的背景下，点点客选择了短信彩信业务为经营重

心，为企业用户提供自主研发的各类短信应用软件。服务的企业客户覆盖金融、交通运

输、电子商务、零售商贸、文化传媒、公共服务等诸多行业领域。其中针对淘宝卖家，

点点客专门开发了一款软件，协助卖家处理订单信息等。 

图20  点点客进军移动营销平台历程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海通证券研究所 

2013 年公司进入微信开发领域，推出整合微信营销和易信营销的移动社交软件；

2015 年转型移动电商，并购微巴后凭借销售企业公众号模板软件和微商模板软件“人人

店”，创下了 1.83 亿的营收和 2982 万元的净利润。 

从短信业务到进入微信开发领域，点点客专注服务于中小型企业，对中小型企业客

户的需求理解较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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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创始人 80 后，掘金移动社交领域 

董事长黄梦是公司创始人，1980 年出生，创业之初着重于短信彩信业务；在意识到

原有业务的天花板之后开始转型到移动社交领域的工具开发，是典型的 80 后创业者。 

黄梦、胡敏夫妻共持有公司 32.35%的股份，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表 2  点点客前十大股东（2016 年报）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股本性质 

黄梦 个人 24.76 流通股,限售流通股 

刘毅 个人 7.63 流通股,限售流通股 

胡敏 个人 7.59 流通股 

上海艾云慧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投资公司 6.49 流通股 

浙江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投资公司 4.03 流通股 

金园 个人 3.90 流通股 

上海张江浩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投资公司 3.81 流通股 

徐张生 个人 3.73 流通股,限售流通股 

詹晓康 个人 2.91 流通股,限售流通股 

栾铁军 个人 2.21 流通股,限售流通股 
 

资料来源：2016 年报，海通证券研究所 

 
 
  

2.3 三大业务逐渐布局  

公司定位于“创新移动营销技术服务商”，业务范围随着客户需求不断延伸，目前业

务包含三大战略板块： 

1） SAAS 工具服务：人人店、到店等 

微伙伴是公司推出的基于微信的平台推广交易工具，帮助企业搭建营销平台；

人人店、到店是在微伙伴基础上的衍生，基于微信公众号，设臵了返佣分销系

统。 

2） 移动社交平台服务：人人电商 

在帮助企业推广的同时，公司建立了电商平台，将企业聚集在平台中，介入交

易环节。通过精准的数据分析匹配，提供针对性的增值服务，从而帮助企业提

升交易量。 

3） 平台衍生服务：移动广告、互联网金融等 

公司 2016 年组建了移动广告业务部门，开始打造自营移动广告平台，为企业

提供广告出口。 

未来随着平台上用户交易量的攀升，基于对用户交易数据的分析公司还将扩展

至移动支付等互联网金融服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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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点点客进军移动营销平台历程 

 
资料来源：公司 2015 年报，海通证券研究所 

公司的收入来源主要来自于 SAAS 软件销售。2016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7 亿元，

同比增长 102%；由于加大投入，2016 年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亏损 5148 万元。 

图22  公司历年收入业绩情况（2012-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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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23  公司 2016 年收入构成（亿元） 

SAAS工具

1.67

移动广告

1.14

移动企业服务

（短信）
0.88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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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抢占移动社交电商风口 

3.1 根据客户需求，产品分为四大类 

在战略框架内，公司根据具体不同类型的客户需求，将自身产品可以分为四大类。

其中，微伙伴、人人店是客户量最大的产品。 

表 3  点点客四大类产品 

类型 产品名称 服务内容 

商品电商 

更适合于贩卖实体商品的商家 

人人店 

微信公众号的移动微商城分销系统 

零推广费用，快速获取收入、客户和销售网络，帮助传统企业、电商、微商转型，

建立移动电商营销网络，最大化的实现社交流量变现。 

微商易 
为微商企业提供品牌、运营、团队管理、财务一体化解决方案，高效实现微商人、

货、钱的一体化管理 

微小店 
基于微信公众号建设，电商微信入门级应用。 

具有商品管理，订单管理，会员管理，数据统计等功能。 

O2O 服务电商 

更适合于提供服务的实体店商家 

到店 

提高客流量和收入的营销利器。 

实现去中心化流量，帮助商户经营自有流量；打通交易闭环，开启全网营销。具

有沉淀用户、用户复购、裂变营销、会员管理、营销推广、大数据分析等功能。 

微伙伴 
包罗万象的操作平台，可以不限行业地满足用户对微信平台的基本使用需求，通

过展示、推广、互动、成交等各个环节快速进入微信营销轨道。 

熊猫优惠 
涉水移动支付、支付营销管理、商圈管理领域，拥有熊猫支付、熊猫伙伴、熊猫

商圈、熊猫金融等产品线，全方位的覆盖线下商户及消费者。 

电商工具 

更适合于需要展示功能的商家 

云站 企事业单位手机、PC、微信三端建站工具。 

微排版 简易排版工具，多种图文编辑效果，随意搭配各种精美文章排版。 

微海报 免费指尖海报，可以设臵动画效果、添加背景音乐，10 分钟生成微信炫酷海报。 

微信营销广告推广 

更适合于需要投放广告的用户 

品牌推广 
在移动互联网环境下，提供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的广告投放，提高品牌知名度和

影响力。 

效果营销 增加在线销量，获得潜在销售机会，高效实现营销目标。 

广告投放 
在移动广告领域，整合了广点通、朋友圈广告、公众号广告、OTV 广告、移动

DSP 广告等多种平台，海量媒体资源。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海通证券研究所 

 
 
  

3.2 线上：人人店、微商易 

对于没有实体店的微商，公司开发了人人店、微商易两款产品来为商户实现推广和

分销管理。 

人人店是一款微信分销系统，帮助微商和传统企业、电商进行推广，并管理多层级

分销系统，建立属于自己的移动电商营销网络。它采用一键开分店的形式，不需要分销

商上传商品、管理库存、发货，分销商只需负责售卖商品即可。 

优势：在传统的电商平台，商家需要通过购买流量使其能够在平台首页或者搜索时

排名前列，这类费用对于小商家占据了大部分成本。而人人店的费用是固定每年收取的，

商家可以通过相对较低的成本来给自己导流。比如，书虫大侠（淘宝商户）在人人店的

帮助导流下，每个月的销售额达到了上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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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人人店体系 

 
资料来源：人人店宣传资料，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25  人人店入驻商家案例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海通证券研究所 

 

微商易是一款财务货品管理软件，为微商提供分销中的人、钱、货一体化管理。在

无软件的情况下，微商分销可能会产生窜货、返佣错误、销售价格不统一等问题，微商

易可以给商户提供财务返佣自动结算，扫码发货、防止窜货等服务；此外还内设了多种

预设的返利发展模式，企业可根据自身情况来选择拓展模式。 

表 4  人人店价值提升案例 

企业名称 加入人人店后营业额提升 

葫芦弟弟 
一家专注于电子商务平台运营的图书创作、出版、发行营销的企业，是全国图书电商十强。葫芦弟弟介入点

点客人人店后，上线仅 3 个月就完成了 1000 余万的销售额。 

蟹湖湾 

一家主要从事阳澄湖淡水产品的养殖、销售与开发的平台，此前一直通过传统线下渠道或者天猫平台进行销

售，目前主推蟹湖湾品牌的阳澄湖大闸蟹上线人人店，通过微商平台进行社交型营销，短短一个月时间，在

0 粉丝的基础上实现单次活动 10 万的销售额，吸粉近 5000 人，在粉丝转化率和复购率方面与蟹湖湾之前

的天猫平台、京东平台、1 号店平台等传统电商相比，均有大幅度的提升。 

可俪美妆 
可俪美妆是由湖南最大最专业的化妆品渠道电商“东欣电商”一手打造，入住移动社交电商人人店，上线三

个月后，订单销售额突破 300 万，并且每天以近万单的数量在不断增长。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宣传资料，海通证券研究所 

 
 
 



 

 

                                                  公司研究〃点点客（430177）17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3.3 线下 OTO：到店、熊猫优惠 

到店是一款引流与营销一体的 OTO 工具产品，可以通过线下支付入口/WIFI/推广二

维码等导入用户数据，并定期发放优惠留住用户；针对会员进行个性化促销，提高顾客

回头率；同时借用社交平台，用一些优惠手段去促进已有的忠实用户去协助宣传门店品

牌，让每个消费者成为推广员。 

优势：线下商户比较有名的导流产品有美团、大众点评等，每年需要交固定的费用，

但是实际客户还是留在了美团、大众点评的平台，并没有成为自己的客户。到店产品可

以将传统消费中的浪费掉的流量回流，实现用户沉淀。 

图26  到店使用场景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海通证券研究所 

 

熊猫优惠：公司今年还涉水了移动支付领域，推出“熊猫优惠”免费供商户使用，

熊猫优惠是集移动支付、支付营销管理、商圈资源整合的平台。预计到 2017 年底，免

费试用熊猫优惠的商户将达到 30 万家，日交易 50-100 笔。 

目前国内移动支付有很多种方式，包括支付宝、微信支付、QQ 钱包、百度钱包、

京东钱包等，熊猫支付整合了这五大支付的二维码，通过一个 APP 就可以实现提现、对

账等功能。消费者通过熊猫支付成为商家粉丝，熊猫伙伴通过社交营销帮助商家扩展用

户。  

表 5  熊猫优惠产品功能 

内容 功能 

熊猫支付 
消费者扫描熊猫支付二维码，便可用“支付宝、微信支付、百度钱包”等工具完成支付。此外熊猫支付 APP

提供商家统一提现。 

熊猫伙伴 
消费者通过熊猫支付成为商家粉丝，熊猫伙伴通过丰富的营销工具，扩展用户、管理粉丝，并可将优惠活动

同步到熊猫商圈。 

熊猫商圈 以生活场景出发，打造年轻人的生活消费服务平台，多种优惠活动助力商家在线上获取额外的线下顾客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海通证券研究所 

 
 
  

3.4 闭环生态：从 SAAS 到移动社交电商 

公司在 2016 年推出了“人人电商”平台，以“人人店”产品为入口，将企业聚集

在平台中，介入交易环节。通过在人人店获得的大量数据的分析基础上，提供针对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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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服务，帮助企业提升交易量。 

人人电商采用“平台+基金”的架构模式，2015 年公司与深创投、红土基金签署了

战略合作协议，将有不低于 15 亿可投资金投入移动电商领域，这就意味入驻人人电商

的优秀商家将有更多的发展机会。此外，公司还通过设立人人电商学院、举办移动电商

创业大赛等形式来为平台引流。 

目前到店、人人店、微小店有了百万以上的商家总量，商户有很强的流量需求。2016

年初，公司成立移动广告业务成立，年底广告收入达到了 1.14 亿，其中大部分的广告客

户来自于公司的自有平台，建立在点点客的生态圈之上。 

通过平台积累的大量商家用户和交易数据，加上在熊猫优惠消费金融服务，未来公

司可以打造一个完整的移动社交电商生态闭环。 

图27  人人电商生态圈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海通证券研究所 

 

4. 核心竞争力 

4.1 经销商变经销+直销，“银河军团”发力 

社交电商业务中，公司的客户以小商户为主。原有的经销商网络侧重于大客户，对

中小客户覆盖不够，因此需要构建直营网络。2016 年公司有原本的经销商模式变为经销

商+直销的模式，带来了销售业绩的大幅增加。 

目前公司采取的销售策略为：一线城市全部直销；二线城市直销+代销，直销为主；

三、四线城市直销+代销，“直营销售+渠道”的销售体系逐渐清晰，为未来市场占领打

下了基础。 

“银河军团”：公司从 2015 年开始打造了一支以 90 后为主力的直营销售团队“银河

团队”。在团队扩张的高峰期，直销人员最高接近 2000 人，目前稳定在 700 人左右，主

要覆盖一线城市及江浙沪地区。 

从成本和收益的角度看，经销商网络人力成本极低，还可以获得大量预付款，是短

期利润的重要来源，但长期来看经销商模式对于公司利润的贡献边际效益有限。而直营

团队人力成本高，建立时间长、难度大。2016 年由于直销队伍的迅速扩大，公司全年销

售费用同比增长了 3190%，在短期内肯定会影响公司利润，但却是公司长期发展的重要

基础，是公司实现对全市场社交电商潜在商户的覆盖的战略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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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组建大数据中心，实现精准营销 

从移动营销公司，再衍生到移动社交电商平台，公司迈入了一个新的领域。作为移

动端产品，公司在用户粘性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平台的构建使得商家能够通过即时沟

通，优质的内容使得用户对品牌形成认知和忠诚度，大数据的分析可以实现用户管理以

及用户数据的深度识别和挖掘，从而培养用户购物行为。 

2016 年，公司新增大数据业务部门，引进了具有微软、Google、eBay 等大数据经

验的专家。目前公司副总裁李新、点点客旗下人人电商 CTO 聂发如、人人电商架构师

吕科皆是前谷歌、微软的核心大数据成员。 

一方面，精准的大数据分析使得“人人电商”的平台商家交易、流量资产快速增值。

根据公司发布的社交电商行业数据调研报告，2016 年 3 月至 9 月，人人店平台商户数

实现同比增长 349%，用户数同比增长 15 倍以上；同期人人店总体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4.57 倍。人人电商运营平台推出近一年以来，累积 GMV20.51 亿，第四季度成交额比

第一季度实现了近 3 倍的增长 

另一方面，大数据对于成本的控制也很明显。公司销售人员通过行业网站、淘宝、

美团等提供的信息挖掘客户，公司内部系统进行记录、划分，提高地推效率。在公司大

数据系统的帮助下，找到合适的商户和地理位臵、判断商户的发展期、匹配度等，推广

人效可以提高 1 倍以上，获客成本大大降低。公司对大数据分析的前期高投入已初见成

效。 

 

5. 财务状况 

公司近年来始终保持高速发展，2015 年收入、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1.83 亿元、2982

万元，同比均翻倍以上增长。2016 全年收入 3.70 亿元，同比增长 102%，由于投入加

大利润增速下滑，但高投入带来的未来高速增长十分可期。 

5.1 2016 年投入加大，全年亏损 

2016 年，公司营业收入 3.70 亿元，同比增长 102.12%；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5148

万元。 

受益于经销模式的转变，2016 年公司收入还是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但同时也是

在直销模式下，公司加大了人员投入、销售费用大幅上升；以大数据部门建立为代表的

研发投入不断增加，各项费用汇总使得全年亏损。目前公司在全国直销体系已经基本布

局完成，2017 年整体人员成本将趋于稳定。销售模式日渐成熟，为未来的业绩高增长

打下了基础。 

图28  公司历年收入利润情况（2012-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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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5.2 各项财务指标 

利润率方面，公司 2013-2016 年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毛利率水平；由于销售费用率的

大幅上升，2016 年净利润率水平有所下滑；财务费用率一直为负，对公司未产生压力。 

周转方面，公司往年应收账款天数逐年下降，周转情况一直在提升；经营性现金流

状况较好。2016 年周转率下降、经营性现金流/营业收入比例下降与公司改变经销模式、

加大投入有关。 

图29  公司历年利润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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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30  公司历年费用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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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31  公司历年周转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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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32  公司历年现金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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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6. 盈利预测与投资评级 

6.1 关键假设 

1） 假设公司在目前的直销团队大力推进下，2017 年、2018 年付费用户数分别增

长 50%、35%； 

2） 未来随着公司各项投入的稳定，单项产品毛利率逐年小幅提升。 

3） 2017 年销售费用、管理费用整体提升，但占总收入比率较 2016 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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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估值 

公司挂牌以来经历了 3 次融资，具体估值情况如下表： 

表 6  挂牌以来历次融资情况 

 参与方 融资金额（万元） 投后估值（亿元） 

2014年7月 上海艾云慧信、上海张江浩成 2500万元 18亿 

2014年10月 深圳市创新投资、浙江红土创业 1500万元 20亿 

2015年2月 华夏资本、红土创新等 22150.8 万元 70 亿 
 

资料来源：公司历次股票发行方案公告，海通证券研究所 

 
 
 我们预计 2017 年公司将基本扭亏，2018 年开始稳定盈利，2017、2018 年公司 EPS

分别为 0.00、0.15 元。目前新三板和 A 股并没有与公司完全可类比的公司，与互联网

营销相关的 A 股可比公司 2017、2018 年平均 PE 分别为 22、19 倍。公司未来成长值

得期待，但由于目前尚未盈利，暂不评级。 

表 7 可比公司估值 （2017 年 4 月 27 日） 

公司 2017 年 PE（倍） 2018年PE（倍） 

天龙集团 300063 22.56 20.19 

梅泰诺 300038 22.00 17.30 

平均 22.28 18.74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7. 风险提示 

新三板流动性弱，公司直销拓展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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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分析和预测 
[Table_ForecastInfo] 主要财务指标 2016 2017E 2018E 2019E  利润表（百万元） 2016 2017E 2018E 2019E 

每股指标（元）      营业总收入 369.94 701.29 1056.58 1584.87 

每股收益 -0.19 0.00 0.15 0.22  营业成本 212.43 425.22 605.84 908.75 

每股净资产 0.95 0.96 1.10 1.32  毛利率% 42.58% 39.37% 42.66% 42.66% 

每股经营现金流 -0.10 -0.17 0.09 0.04  营业税金及附加 0.78 2.45 3.70 5.55 

每股股利 0.000 0.000 0.000 0.000  营业税金率% 0.21% 0.35% 0.35% 0.35% 

价值评估（倍）      营业费用 109.24 112.21 158.49 237.73 

P/E -15.03 601.58 19.10 12.73  营业费用率% 29.53% 16.00% 15.00% 15.00% 

P/B 2.92 2.91 2.53 2.11  管理费用 92.06 154.28 232.45 348.67 

P/S 2.09 1.10 0.73 0.49  管理费用率% 24.89% 22.00% 22.00% 22.00% 

EV/EBITDA -15.08 84.04 11.46 7.55  EBIT -44.58 7.12 56.11 84.17 

股息率（%） 0.00% 0.00% 0.00% 0.00%  财务费用 -2.38 -3.51 -5.28 -7.92 

盈利能力指标（%）      财务费用率% -0.64% -0.50% -0.50% -0.50% 

毛利率 42.58% 39.37% 42.66% 42.66%  资产减值损失 6.71 10.52 15.85 23.77 

净利润率 -13.92% 0.18% 3.83% 3.83%  投资收益 -3.03 0.00 0.00 0.00 

净资产收益率 -19.46% 0.48% 13.22% 16.55%  营业利润 -51.94 0.11 45.55 68.32 

资产回报率 -17.94% 0.41% 10.81% 12.90%  营业外收支 1.25 1.40 2.11 3.17 

投资回报率 -38.89% 3.66% 26.61% 31.53%  利润总额 -50.69 1.51 47.66 71.49 

盈利增长（%）      EBITDA -42.48 8.19 57.75 85.92 

营业收入增长率 102.12% 89.57% 50.66% 50.00%  所得税 0.79 0.23 7.15 10.72 

EBIT 增长率 -245.29% 115.98% 687.73% 50.00%  有效所得税率% -1.56% 15.00% 15.00% 15.00% 

净利润增长率 -272.67% -102.50% 3050.21% 50.00%  少数股东损益 0.00 0.00 0.00 0.00 

偿债能力指标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51.48 1.29 40.51 60.76 

资产负债率 7.8% 15.6% 18.2% 22.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净利润 -52.75 0.09 38.71 58.07 

流动比率 9.04 4.64 4.21 3.70       

速动比率 8.80 3.72 3.52 2.94  资产负债表（百万元） 2016 2017E 2018E 2019E 

现金比率 — — — —  货币资金 132.89 85.33 111.85 124.98 

经营效率指标      应收款项 27.73 69.43 100.63 152.93 

应收帐款周转天数 26.54 30.66 29.29 29.75  存货 0.00 0.17 0.20 0.32 

存货周转天数 0.06 0.15 0.12 0.13  其它流动资产 25.88 25.88 25.88 25.88 

总资产周转率 1.18 2.33 3.06 3.75  流动资产合计 196.33 224.86 284.46 381.39 

固定资产周转率 53.14 91.85 145.40 229.27  长期股权投资 4.22 4.22 4.22 4.22 

      固定资产 7.89 8.45 9.44 10.29 

      在建工程 0.00 0.00 0.00 0.00 

      无形资产 2.40 3.10 3.04 3.09 

现金流量表（百万元） 2016 2017E 2018E 2019E  非流动资产合计 90.71 90.25 90.18 89.68 

净利润 -51.48 1.29 40.51 60.76  资产总计 287.04 315.11 374.64 471.07 

折旧摊销 2.10 1.07 1.64 1.75  短期借款 0.00 0.00 0.00 0.00 

营运资金变动 12.01 -59.83 -29.90 -71.91  应付账款 1.02 1.90 2.37 3.72 

经营活动现金流 -28.07 -48.36 25.98 11.21  预收账款 10.69 15.72 25.96 37.80 

固定资产投资 0.00 -0.56 -0.99 -0.85  其它流动负债 0.00 0.00 0.00 0.00 

无形资产投资 0.00 -0.70 -0.37 -0.48  流动负债合计 21.73 48.51 67.53 103.19 

资本支出 4.61 -0.80 -0.54 -1.92  长期借款 0.00 0.00 0.00 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 -43.14 0.80 0.54 1.92  其它长期负债 0.74 0.74 0.74 0.74 

债务变化 0.00 0.00 0.00 0.00  非流动负债合计 0.74 0.74 0.74 0.74 

股票发行 0.00 0.00 0.00 0.00  负债总计 22.47 49.25 68.26 103.93 

融资活动现金流 -9.09 0.00 0.00 0.00  实收资本 277.28 277.28 277.28 277.28 

现金净流量 -80.31 -47.56 26.52 13.13  普通股股东权益 264.58 265.86 306.37 367.14 

公司自由现金流 -22.75 -32.93 49.77 47.61  少数股东权益 0.00 0.00 0.00 0.00 

股权自由现金流 -28.96 -37.70 42.59 36.8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 287.04 315.11 374.64 471.07 

备注：表中计算估值指标的收盘价日期为 04 月 27 日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2016），海通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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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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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le_Analysts] 钮宇鸣 中小市值团队 

孔维娜 中小市值团队 

  
  

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本报告所采用的数据和信息均

来自市场公开信息，本人不保证该等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分析逻辑基于作者的职业理解，清晰准确地反映了作者的研究观点，结论

不受任何第三方的授意或影响，特此声明。 

分析师负责的股票研究范围 

[Table_Stocks] 重点研究上市公司：  

投资评级说明 

1. 投资评级的比较标准  类别 评级 说明 

 投资评级分为股票评级和行业评级   买入 个股相对大盘涨幅在 15%以上； 

 以报告发布后的 6 个月内的市场表现为比较

标准，报告发布日后 6 个月内的公司股价（或

行业指数）的涨跌幅相对同期的海通综指的

涨跌幅为基准； 

  增持 个股相对大盘涨幅介于 5%与 15%之间； 

  股票投资评级 中性 个股相对大盘涨幅介于-5%与 5%之间； 

   减持 个股相对大盘涨幅介于-5%与-15%之间； 

   卖出 个股相对大盘涨幅低于-15%。  

2. 投资建议的评级标准   增持 行业整体回报高于市场整体水平 5%以上； 

 
报告发布日后的 6 个月内的公司股价（或行

业指数）的涨跌幅相对同期的海通综指的涨

跌幅。 

 行业投资评级 中性 

行业整体回报介于市场整体水平－5%与 5%

之间； 

   减持 行业整体回报低于市场整体水平 5%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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