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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 (ORCL US; 48.74 美元; 目标价: 58.00 美元)  
盈利前景：科技支出稳定    
甲骨文的云端递延收入增长 53%，证明其云计算产品销售日益提升，将推动下半财年稳定增长。同时，新软

件许可收入只下降了 7%，比去年 10%的跌幅有所改善，这显示收入增长有新客户的贡献，而非仅来自现有客

户向云端的转移。云应用的利润率改善，第一财季达到 67%，而去年同期为 59%，这为 non-GAAP 营业利润

率增加了 161 个基点。甲骨文预计第二财季的销售可增长 4%-6% (含汇率变化)，与分析师估计的增长 5%颇

为一致。公司指引经调整的每股盈利 66-70 美分，也符合 68 美分的市场共识，尽管税率较高。 

  

其他摘要 
 
红帽 (RHT US; 107.30 美元; 目标价: 120.00 美元)  
业绩预览：新产品推动账单趋势    
随着更多工作量转移到云端，红帽的 OpenShift 产品越来越受市场关注，将令公司的新兴技术部门继续受惠。

红帽核心基础架构业务的增长保持稳定，需求趋势有利，最新版本的 RHEL 产品也毫不逊色。过去两个季度账

单加速增长，未来有望继续得益于订单规模和新兴产品客户群的扩展。预计 2018 年二季度销售额增长 17%至

7 亿美元，接近四季度的平均水平。红帽最近将 OpenShift 和 OpenStack 等新兴产品与核心 RHEL 产品客户

捆绑在一起，订单额因此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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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