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股票今日重点推介
2017 年 9 月 13 日

奥多比 (ADBE US; 156.31 美元; 目标价: 175.00 美元)
业绩预览：数码营销有望推动业绩
数码营销和创意云产品的强劲需求有望推动奥多比第三财季的业绩。创意板块的增长取决于客户持续迁移到云
端以及新产品的销售。我们预计交叉销售会有增长，或推升平均每用户收入。上季单品销售强劲，这通常会为
其后几个季度带来更多的交叉销售。个性化营销的需求提升，可能利好云产品营销。随着各种云产品规模的扩
大，经营利润率将不断上升。业绩电话会议的问题可能将集中于与微软合作推出的新产品、广告技术业务进
展、以及移动交易数量的增长。

其他摘要
苹果 (AAPL US; 160.86 美元; 目标价: 200.00 美元) — 手机产品成熟，苹果面临挑战
苹果专注于维持核心 iPhone 部门的增长，同时希望扩大服务和新产品销售，以降低对成熟的手机产品的依
赖。iPhone 占苹果 2016 年销售额 63.4%，目前仍是公司收入的主驱动力。但随着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增长放
慢，iPhone 的增速亦在减缓，因此公司冀望于服务收入 (iCloud，Apple Care，应用商店销售) 到 2021 年翻一
番，同时推动其他产品 (如 Apple Watch 和 AirPods) 的销售。在 2017 年新手机发布会上，苹果宣布推出三款
新手机：iPhone 8 和 8 Plus (iPhone 7 的功能升级版) 以及 10 周年纪念版 iPhone X。随着公司努力扩展用户
基础，iPhone X 可能成为今后 iPhone 产品线伸延的首款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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