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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 单身群体：2.5亿单身人群，社交付费能力强，下沉市场需求显著。2018年，我国单身人士已达2.46亿，占全国总人口的
17.65%，90后成为单身群体主力军，占比47.68%。据2019年调查显示，已有相亲经历人群占比超过六成，相亲逐渐成为
单身人群脱单的必经之路。单身人群消费能力两极分化，低收入群体占主导地位。2019年我国下沉市场人口约为9.3亿人，
占人口总数七成以上，其中18-29岁年轻群体占比高达42%，热衷娱乐社交的适婚小镇青年成为下沉市场主力军。在下沉
市场中，相亲等社交机会较少，且单次相亲费用高昂，因此单身人群对互联网婚恋接受度高，线上消费意愿和能力也较强。

❑ 云相亲市场：约会类App成为新宠，直播+相亲，开启“全民红娘”新模式。社交相亲类App经历了从“1.0搜索匹配-
2.0&3.0线上社交-4.0云相亲”的演化过程，多形态产品并存，不断创新演化。从竞争格局来看，1.0产品头部效应明显，
占据婚恋市场主体；2.0&3.0产品占据流量高地，用户活跃度拔得头筹； 4.0云相亲平台创新“直播+相亲”新模式，主攻
下沉市场。各阶段商业模式和互动模式也各不相同，1.0传统相亲平台多功能业务拓展，布局婚恋行业全产业链，线上线下
联合互动；2.0产品主打基于地理位置的陌生人社交，以线上互动为主，专攻线上盈利变现；3.0产品强调兴趣社交，添加
潮流元素，打造文化社区，精准定位Z世代群体；4.0云相亲平台深耕视频直播，添加职业红娘元素，主推线上引流，联合
线下营销。

❑ 海外在线交友：在线交友成为全球现象，视频社交主打差异定位。2019年全球用户支出高达22亿美元，实现翻倍增长，单
一用户支出增长率也高达95%，在线交友风靡全球。根据IOS下载排行榜，陌陌曾位居全球十大热门交友APP全球用户支出
第2名，连续三年稳居前十，中国产品占据海外市场一席之地。基于大数据匹配和多元聊天形式，海外市场开发了一系列针
对于陌生人社交的差异化视频聊天软件，支持一对一视频或多人视频聊天，面向全球用户发行。

❑ 相关标的：1）伊对：日活破百万，打造直播相亲恋爱圈，2019年营业收入接近10亿元，2019年5月流水达6000万元，19
年7月活跃红娘人数超过1万，平均每月促成300多万场线上相亲。2）映客系（对缘和牵媒）：对缘背靠映客流量基础，拓
展三至五线下沉市场，精准推荐定制交友体验，形成红娘职业生态。春节期间促成超200万场线上视频相亲，累计在线相
亲时长近百万小时。 3）趣约会：与著名婚恋节目进行战略合作，主打真实走心，专注于下沉市场用户，被称为“社交界
的拼多多。融合了大数据分析和精准推荐，更新完善交友功能。4）腾讯系（欢遇+轻缘）：腾讯赛马机制推动内部竞争，
二者产品功能推陈出新，求同存异，轻缘更注重交友安全，需先进行实名认证。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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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单身人群：2.5亿人群，男性/90后/三五线主要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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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QuestMobile，招商证券

• 单身基数庞大，性别差异明显，90后成为单身群体主力军。2018年，我国单身人士已达2.46亿（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包含
15岁以上未婚、离婚及丧偶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17.65%。未婚男性规模较女性多出3394万，男性单身化渐成趋势。
2018年，我国单身群体人数中，90后占比47.68%，正式接棒80后，成为单身主力军。

• 单身规模和年龄段分布均受城市线级影响。城市经济越发达，单身规模越大，一线及新一线城市单身人数占比更高，三至五线
绝对数量更高。各年龄段单身人群结构受城市线级影响，城市等级越高，单身越低龄。在一、二线城市中，24岁以下的单身人
数更多，在三线及以下城市，年龄在31岁以上群体更容易单身。

2004-2018年15岁以上未婚男女比例

注：图表为2018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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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消费能力：收入两极分化，相亲成为脱单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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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身经济崛起，单身人群消费能力两极分化。2019年单身人群年消费市场规模约为13万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近1/3，
单身经济崛起。但单身人群收入和消费能力呈现两极分化态势，低收入群体占主导地位。月收入过万的单身人数占比超过15%，
但收入在4000元以下的低收入人群占比高达43%，超半数单身人群可自由支配流动资金不足6万元。

• 相亲逐渐成为单身人群脱单的必经之路，相亲市场开始呈现低龄化趋势。珍爱网2019年调查报告显示，在单身人群中，已有
相亲经历人群占比超过六成，其中有62.94%的人表示一年的相亲次数不少于三次，有17.96%的人一个月至少相亲两次，
15.86%的人表示只要有节假日，就都会进行相亲，单身人群相亲经历丰富。此外，数据统计中有38％的单身男女首次相亲年
龄不足23岁，24％的单身男女为23－25岁。从年龄结构来看，四成95后已经有了相亲经历，中国相亲市场开始呈现出低龄化
趋势。

资料来源：QuestMobile，Echo调研，招商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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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单身人群线下相亲频率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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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下沉市场：热衷线上社交，消费能力强

• 适婚小镇青年成为下沉市场主力军，热衷娱乐社交。2019年我国下沉市场人口约为9.3亿人，占人口总数七成以上。在下沉市
场中，年轻群体居多，18-29岁人群占比高达42%，处于适婚年龄的小镇青年逐渐成为下沉市场的主要群体和消费主力军。超
八成小镇青年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可支配时间充裕，但缺乏交际圈和线下社交渠道，热衷于线上互动娱乐和移动社交。

• 下沉市场相亲机会较少，单身人群对互联网婚恋接受度高，线上消费意愿和能力较强。就城市数据来看，北京、上海、杭州、
武汉、深圳等一二线城市相亲频率较高，低线城市线下相亲机会较少。加之线下单次相亲费用集中于300元以上，消费高昂，
催生线上网恋模式飞速发展，促进单身群体对网恋的接受度和认可度提高。单身群体整体消费偏高，对于高消费、高品质的产
品消费能力较强，线上消费水平和消费意愿高于全网平均消费能力。

单身人群VS全网平均
2019年线上消费能力对比

单身人群VS全网平均
2019年线上消费意愿对比

资料来源：QuestMobile，招商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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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线上交友：App涌现，约会社交成新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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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友约会App发展潜力巨大，成为中国社交新宠。据2019年排行
榜显示，探探和陌陌稳居约会交友App下载和收入排行榜榜首；老
牌相亲网站珍爱网、百合网、世纪佳缘网也仍焕发着生机，高居收
入排行榜第三位、第六位和第七位；与此同时，主打“灵魂匹配”
的Soul以及设计漫画式地图交友模式的Spot戳戳等小众App也在
排行榜中拥有一席之地，吸引着更加细分的受众群体。

注：中国热门约会交友APP来自IOSAppStore中的“社交”、“生活”类别

资料来源：QuestMobile、199IT，招商证券

2019年中国热门约会交友App排名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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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发展历程：1.0搜索匹配-2.0&3.0线上社交-4.0云相亲

资料来源：招商证券团队整理

• 社交相亲类App经历了从“1.0-2.0-3.0-4.0云相亲”的演化过程，产品功能和目标用户创新发展。以珍爱网为例的传统1.0
相亲平台用户覆盖广泛，主要采取传统的线下相亲模式。2.0产品在目标群体方面主要针对于中青年及高收入白领，运用大数
据匹配模式，为用户创建语音、视频聊天室。以陌陌和探探为代表的3.0社交软件，主要用户为Z世代，主打潮流标签、文化
社区等创新功能。与其他产品不同的是，4.0云相亲平台采取在线直播相亲方式，添加红娘元素，用户群体以下沉市场小镇青
年为主。2020年是云相亲平台元年，产品市场增长势头强劲，2020年春节受疫情影响，平台用户及流量再创新高，市场潜力
巨大。同类型产品数量较多，内部竞争催生差异化服务，云相亲平台市场潜力巨大。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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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约会类APP装机量占比 2019年约会类APP月活量占比• 1.0平台头部效应明显，占据婚恋市场主体。
以珍爱网为例的1.0相亲平台，开发时间较早，
市场渗透能力强，公众认知度高，占有绝对优
势的市场份额。但传统相亲模式受到新兴互联
网交友方式影响，亟需转型改版，以适应市场
需要。1.0平台内部自身形成“珍爱+世纪佳缘
+百合网”三足鼎立格局。

• 2.0&3.0产品占据流量高地，用户活跃度拔得
头筹。以陌陌、探探为代表的2.0产品，2019
年在装量和日留存率指标遥遥领先，分别位列
第一、第二，2.0产品内部头部效应显著。以Z
世代为主要目标群体的积目，拥有如嘻哈、滑
板、二次元等垂直细分用户群体，2019年日
留存率高达71.2%，占据流量高地。

在装用户最多

资料来源：Mobtech研究院、199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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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约会类App年日留存率

• 4.0云相亲平台“直播+相亲”创新模式，下
沉市场潜力巨大。与1.0-3.0版本不同，云相
亲App以在线直播相亲方式，添加红娘元素，
用户群体以下沉市场小镇青年为主。2020年
是云相亲平台元年，产品市场增长势头强劲，
2020年春节受疫情影响，平台用户及流量再
创新高，市场潜力巨大。

2.3 竞争格局：多形态产品并存，不断创新演化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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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模式对比：全产业链布局 VS 深耕局部社交

1.0传统相亲 2.0 LBS社交 3.0兴趣社交 4.0云相亲

◆ 多功能业务拓展，布局婚恋行业全产业链

• 业务功能：以相亲交友为主，提供传统相亲业务与新兴直播、
短视频功能，配套婚庆服务，为用户提供从交友到婚恋的全
程一站式服务，

• 盈利模式：
➢ 增值服务：会员费、星级服务、送礼物、微信相亲入场会券、
排名提前等

➢ 收费服务：红娘牵线、线下交友活动
➢ 其他：婚庆服务、金融服务、广告流投放

◆ 主打陌生人社交，专攻线上盈利变现

• 业务功能：以地理位置为基础，主打陌生人社交，
采取“喜欢左滑、不喜欢右滑“的滑动卡牌模式，
功能涵盖聊天、社交游戏、短视频和直播等

• 盈利模式：
➢ 会员订阅服务
➢ 移动游戏营收
➢ 广告投放
➢ 付费表情及礼物商场

◆ 强调兴趣社交，精准定位Z世代群体

• 业务功能：添加兴趣性格测试和匿名交友元素，
注重情感连接，主打潮流标签，加入游戏开黑、
K歌连麦等创新功能，定位Z世代群体

• 盈利模式：
➢ 会员订阅服务
➢ 游戏、K歌连麦营收
➢ 广告投放

◆ 深耕视频直播，引入职业红娘新模式

• 业务功能：精细直播相亲领域，设有多人连
麦+私密模式两种直播功能，添加红娘元素，
红娘作为中间人引导男女嘉宾视频相亲，形
成红娘+男嘉宾+女嘉宾的三方参与模式

• 盈利模式：
➢ 增值服务：会员费、相亲群入群费、送礼物
➢ 直播打赏
➢ 广告投放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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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模式对比：互动渠道、媒介大有不同

1.0 线上线下联动

2.0 形成文化社区

3.0 添加潮流元素

4.0 直播+红娘

• 互动媒介：包括文字、语音聊
天，以及新兴视频、直播互动；
设有动态关注广场，用户可通
过视频、图片形式进行自我展
示，传统图片交友和文字互动
仍为主要模式

• 互动渠道：同步开拓“线上+线
下”双重渠道，开设线下直营
门店，不定期举办线下相亲交
友活动；辅之专业红娘服务，
但未成为平台主要介入渠道

• 互动渠道：以线上互动为主，
逐渐下移互动场景，开展线下
活动与聚会；不以相亲为目的，
未提供红娘业务

• 互动媒介：主打LBS互动模式，
基于地理位置推荐对象互动，配
套直播、游戏等互动方式，以内
容为载体，用户也可在社区内筛
选社区内容，推送用户照片及动
态，形成陌生人社交社区生态

• 互动渠道：以线上渠道为主，
开始打造线下IP与社交圈；
无红娘等第三方渠道介入

• 互动媒介：设有文字、语音、
短视频、位置共享等聊天方式；
开设独立广场空间，分享了解
他人动态；添加潮流元素，通
过年轻人常用的游戏开黑、K
歌连麦等形式进行互动

• 互动渠道：主推线上引流，联合
线下营销；添加红娘中间人角色，
成为相亲交友的重要介质之一

• 互动媒介：以视频直播互动为
主，由红娘作为直播间主持人，
引导男女嘉宾进行相亲交友，
其他用户可作为观众观看相亲
过程，男嘉宾及观众可对直播
进行打赏；也提供相亲群等其
他互动媒介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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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模式对比：直播+相亲，开启“全民红娘”模式

◆ 红娘变主播，自裂变体系开启“全民红娘”新模式

• 云相亲平台的经营模式为以红娘为中间连接，作为各直播
间的主持人，形成红娘-男嘉宾-女嘉宾的三方连麦模式，
红娘负责根据用户需求推荐相亲对象、创建视频相亲房间、
进行暖场引导话题，帮助陌生男女更快破冰。除引导视频
相亲外，红娘还需负责相亲群的入群审核和运营工作，激
励用户参与度，提高用户留存率。

• 采用“平台内自裂变体系”，进行角色转换，激发用户转
化为红娘，将用户自身所体验的红娘服务应用于红娘职业
当中。全职与兼职并存，促进更多用户回归平台，开拓出
“全民红娘”的“新共享经济”模式。

◆ 直播打赏变现模式，平台与红娘双方受益

• 云相亲以直播为主要形式，红娘作为主播，直播男女嘉宾
相亲过程，嘉宾本人及其他观众可进行直播打赏，红娘获
得直接收益。此种盈利模式打破了相亲市场原本由平台收
取最大利益的商业模式，是直播形式在相亲市场的沉淀。

◆ 私密房间保护用户隐私，营造轻松自在的交友氛围

• 平台提供多人连麦+私密房间两种视频相亲功能，在多人
连麦情况下，其他用户可作为观众观看他人相亲过程。但
在私密房间内下，仅有红娘、男女嘉宾三人，其他用户不
可进行观看。云相亲平台的私密模式有助于保护用户隐私，
获得专属相亲体验。

资料来源：小米应用商城，招商证券

http://ipoipo.cn/


-14-

目录

1. 单身人群：2.5亿用户基数，付费能力强，下沉市场需求显著

2. 云相亲市场：直播+相亲，开启“全民红娘”新模式

3. 海外对标：在线交友成为全球现象，视频社交主打差异定位

4. 标的介绍：伊对/对缘/趣约会/欢遇/轻缘

http://ipoipo.cn/


-15-

3.1 海外对标：在线交友风靡全球，中国产品上榜

2016 2017 2018

1 Tinder Tinder Tinder

2 Badoo 陌陌 Bumble

3 陌陌 Bumble Badoo

4 Match.com Badoo Match.com

5 Zoosk Match.com Grindr

6 POFOnlineDating Zoosk 陌陌
7 LOVOO POFOnlineDating Zoosk

8 Paris tapple tapple

9 OkCupidDating Paris Paris

10 tapple LOVOO POFOnlineDating

• 在线交友成为全球现象，交友类App解锁海外用户交友需求。交友类App海外市场发展迅速，自2012年起，全球iOS和
GooglePlay上交友类App的下载量累计达到17亿次。相较于2017年的交友类App全球用户支出，2019年全球用户支出高达
22亿美元，实现翻倍增长，单一用户支出增长率也高达95%。自2016年以来，全球交友类App的用户支出增加了190%，达
到13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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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8年十大热门交友App排名

资料来源：AppleAnnie，招商证券

• 亚洲地区交友App在全球市场表现优异，中国产品占据海外市场一席之地。根据IOS下载排行榜，2016年-2018年，在亚洲
地区，来自日本市场的Tapple和Pairs分别在全球用户支出排名第8位和第9位。值得注意的是，来自中国市场的陌陌曾位居
全球十大热门交友APP全球用户支出第2名，连续三年稳居前十。从用户支出增长率来看，探探在2017-2019年增幅约为
70,00%，增长跨度全球最大。2017-2019年，中国iOS市场约会交友App的下载量呈现逐年攀升的态势，涨幅接近40%。

2016-2018年十大交友App全球用户支出（十亿美元）

http://ipoipo.cn/


-16-

3.2 海外对标：视频聊天产品成熟，主打差异化定位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招商证券团队整理

• 基于大数据匹配和多元聊天参与形式，海外市场开发了一系列针对于陌生人社交的差异化视频聊天软件。海外聊天视频
软件基于用户特征和技术发展，开发具有差异性的社交产品。平台用户主要以全球用户为主，支持一对一视频或多人视
频聊天，运用大数据进行用户信息与喜好匹配，为用户提供更为精准合适的聊天对象。

• 以主打一对一视频的Azar为例，其为全球用户匹配来自全世界的聊天对象，并附有筛选男女的增值服务，类似于中国恋
爱向App功能。

海外视频聊天社交App主要功能及特点对比

http://ipoipo.cn/


-17-

目录

1. 单身人群：2.5亿用户基数，付费能力强，下沉市场需求显著

2. 云相亲市场：直播+相亲，开启“全民红娘”新模式

3. 海外对标：在线交友成为全球现象，视频社交主打差异定位

4. 标的介绍：伊对/对缘/趣约会/欢遇/轻缘

http://ipoipo.cn/


-18-

4.1 伊对：日活破百万，打造直播相亲恋爱圈

• 红娘牵线助力，实时视频破冰陌生人社交。App于2018年上线，以红娘为中间连接，作为各直播间的主持人，暖场引导话题，
帮助陌生男女更快破冰，形成红娘-男嘉宾-女嘉宾的三方互动模式。通过实时视频互动，解决陌生人社交破冰的真实相亲社交
需求，以真实的社交网络、多场景为用户创造更多恋爱机会，打造360度恋爱圏。

• 专注下沉市场，月活、融资齐头并进。平台用户集中于二三线及以下城市，2019年6月进入iOS社交榜前十，日活已达百万，
月活达数百万，注册用户数以月均30%+的速度快速增长。App的运营主体为北京米连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9月，创
始人为任喆，团队人数超百人。截至目前，伊对已完成千万美元级A+轮融资，由XVC领投，原股东蓝驰创投跟投，持股12%。

• 商业模式日益完善，会员增值+直播打赏多途径变现。与珍爱网、百合网等收取一次性会员费的传统相亲网站不同的是，平台
主要的盈利模式为通过直播抽佣、会员增值服务等形式收取分成。伊对的初级会员付费门槛为30元/月，充值6元即可获得虚
拟道具。男嘉宾在平台上向女嘉宾赠送礼物，平台抽取60%，红娘抽取30%，女嘉宾得到10%，但这10%不能进行提现，只
能用来兑换礼物用于嘉宾之间互相赠送，最终仍为平台的收获。2019年营业收入接近10亿元，2019年5月流水达6000万元。
19年7月活跃红娘人数超过1万，平均每月促成300多万场线上相亲。

资料来源：七麦数据，招商证券

2019年12月-2020年3月伊对App下载量估算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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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对缘（映客旗下）：主攻下沉市场，打造职业红娘

• 用户画像反应婚恋需求，精准推荐定制交友体验。平台主要用户年龄段集中在28～45岁，处于这一适婚年龄段的中青年人，
大多具备一定的经济收入能力，并对交友婚恋有迫切的需求。针对用户需求，平台挑选具备多年线下经验的专业红娘提供在
线相亲服务，由专业红娘针对各个嘉宾的特点及相亲标准，为用户精准推荐相亲对象，为二人“量身定制”相亲形式，提供
专属相亲视频房间，引导双方连麦互动、深入交流。此外，平台还支持线下真人验证，线上线下相结合，将云相亲落地奔现。

• 背靠映客流量基础，拓展下沉市场。作为港股直播第一股——映客旗下拥有两款线上恋爱交友App对缘和牵媒，对缘背靠映
客直播的流量基础和用户规模，在2020年春节期间，DAU增长300%，共促成超200万场线上视频相亲，累计在线相亲时长
近百万小时。对缘采取“云相亲”模式，打破时空局限，打开下沉市场直播交友的想象空间。

• 用户收获爱情，红娘打赏获得回报，形成红娘职业生态。对缘所涉及的三方对象为男嘉宾、女嘉宾和红娘，APP提供在线视频
相亲，陌生人交友等功能，用户可以通过对缘认识兴趣相投的朋友。通过发送视频，文字，语音等消息实现互动交友、收获
幸福。红娘也可在撮合他人的同时通过红包打赏获得经济回报。据相关报道，对缘的全职红娘平均月收入在4000-5000元左
右，优质红娘预计在1万-3万元之间。随着云相亲方式的发展，线上红娘已成为市场前景较好的崭新职业。

资料来源：七麦数据，招商证券

2019年12月-2020年3月对缘App下载量估算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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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趣约会：与婚恋节目战略合作，社交界的拼多多

• 著名婚恋节目加持，主打真实走心。趣约会是由深圳市珍爱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发的线上视频相亲平台，是江苏卫视著名
婚恋节目《非诚勿扰》的嘉宾指定推荐相亲APP，也是《我们恋爱吧》的战略合作伙伴。相较于可上传任意头像的普通交友
App，趣约会对用户真实性审核更为严格，用户必须上传本人真实头像，才能通过审核，进行聊天交友。此外，趣约会还注
重真实展现，照片与视频无美颜滤镜加持，摒弃颜值社交，主打真实走心。

• 针对下沉市场用户特征，更新完善交友功能。趣约会专注于下沉市场用户，被称为“社交界的拼多多。”产品针对小镇青年
的“圈子狭小、社交缺失、缺乏恋爱经历”等用户特征，不断更新完善功能，助力小镇青年在扩展朋友圈的同时获得更为高
效的相亲体验。下沉市场数据显示，自2019年12月至2020年2月，趣约会已连续三个月连麦数据突破百万。2020年春节期间
(除夕至大年十二)，趣约会的注册量环比增长2-3倍，总开播量环比增长4-5倍，总开播时长及用户总在线时长环比增长3倍。

• 大数据精准推荐，红娘助力深入了解。趣约会融合了大数据分析和精准推荐，分析用户的交友需求，为用户推荐更为合适、
匹配的相亲对象。由红娘牵线，形成“建群+视频直播+多屏交流”助力破冰尴尬的相亲模式，提供更深层次的聊天、约会技
巧，助力单身男女深入了解彼此，发现对方的闪光点。

资料来源：七麦数据，招商证券

2019年12月-2020年3月趣约会App下载量估算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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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腾讯系：欢遇+轻缘，内部赛马求同存异

• 欢遇之后再推轻缘，腾讯系产品占据“云相亲”市场一席之地。欢遇与轻缘均为腾讯系恋爱社交软件，源自于腾讯的赛马机
制，二者形成了内部竞争。欢遇于2019年12月17日上线，隶属于腾讯总部。轻缘于2020年1月15日上线，与欢遇不同的是，
轻缘隶属于腾讯独立拆分的音乐业务公司——腾讯音乐娱乐，已于2018年底在美国上市。上市后的腾讯音娱已成长为新的巨
头公司，并在数字音乐的版权方面处于优势地位。2019年第三季度，腾讯音娱在线音乐收入为18.5亿元，同比增长26.2%；
社交娱乐及其他收入为46.6亿元，同比增长32.9%。

• 产品功能推陈出新，内部竞争求同存异。二者在产品设计上均分为直播、聊天、社区三个部分。视频交友功能分多人上麦模
式与私密模式，用户可在红娘直播间申请上麦进行交友聊天，人数设定最高为7人，用户也可作为观众观看他人相亲视频；在
私密视频交友模式下，由红娘作为主播，引导两位相亲对象在同一聊天室进行相亲交友，其他用户不可观看；产品设置有恋
爱交友向社区广场，用户可发布视频、图片、文字等动态，以便于其他用户了解自身，获得更多关注度。聊天功能包括私聊
与群组两种模式，其中群组需要消耗相应的钻石才能进入，在群聊申请加入的页面会显示该群组里的女性人数。此外，与认
证要求相对较低的欢遇相比，用户通过轻缘交友，需要先进行实名认证，上传真实头像，才能注册聊天，产品安全性更高。

资料来源：七麦数据，招商证券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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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短期评级

以报告日起6个月内，公司股价相对同期市场基准（沪深300指数）的表现为标准：

强烈推荐：公司股价涨幅超基准指数20%以上

审慎推荐：公司股价涨幅超基准指数5-20%之间

中性：公司股价变动幅度相对基准指数介于±5%之间

回避：公司股价表现弱于基准指数5%以上

公司长期评级

A：公司长期竞争力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B：公司长期竞争力与行业平均水平一致

C：公司长期竞争力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行业投资评级

以报告日起6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于同期市场基准（沪深300指数）的表现为标准：

推荐：行业基本面向好，行业指数将跑赢基准指数

中性：行业基本面稳定，行业指数跟随基准指数

回避：行业基本面向淡，行业指数将跑输基准指数

投资评级定义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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