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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多比 (ADBE US; 149.96 美元; 目标价: 170.00 美元)  
盈利前景：销售指引显示增长正放缓    
奥多比指引第四财季销售增长 21%，显示增速放缓。过去两个季度的平均增长率为 26%。管理层表示，有些

交易的延迟完成影响了经验云端的预订，延误的原因是企业规模较大，导致部门合同审批过程更长。创新云部

门的增长受到了新客户及交叉销售加强的推动。文档云业务录得 10%的增长 (相比第三财季的 6%), 主要受惠

于奥多比产品的采用有所提高。强劲增长及较低的销售和营销费用率驱使 non-GAAP 营业利润率增加 550 个

基点至 38%，这一趋势应该能持续到第四财季。 

  

其他摘要 
 

联邦快递 (FDX US; 220.50 美元; 目标价: 245.00 美元)  

盈利前景：TNT 网络攻击迫使联邦快递削减每股盈利指引    

受 TNT 网络攻击的影响，联邦快递将其 2018 财年经调整的每股盈利指引下调了 1.20 美元，至 12-12.80 美

元。网络袭击令联邦快递 2018 年一季度每股盈利下跌 79 美分，预计随后三季每季还将下降 41 美分，但影响

程度将逐步减轻。袭击导致高收益的国际货运收入损失，也引致额外的 IT 费用。袭击后，公司应得到更好的

保护，并将变得更加强大。TNT 整合正在进行，公司仍然计划在 2017-20 年间将快递业务的 EBIT 提高 12-15

亿美元。管理层还重申资本支出指引 59 亿美元，但考虑到袭击后各种因素的混合影响，提高全年税率预期至

33%-36%。 

 

美国半导体 — 连接“事物”可为芯片制造商带来 1170 亿美元的机会    

面对物联网 (IoT) 到 2021 年预计 1170 亿美元的商机，半导体供应商们摩拳擦掌。更多的设备将通过互联网形

成更广泛的连接。最大的商机应在通信和计算机以外的领域，如工业和消费，2016 年这些行业的市场总值为

170 亿美元，预计到 2021 年将达到 360 亿美元。物联网是一个功能，对领先的芯片制造商 (德克萨斯州仪

器、微芯科技等) 而言，是升级和更新的机会。但物联网对小规模供应商 (赛普拉斯、硅实验室等) 也很重要。

这些较小的公司拥有无线技术的实力，并借助物联网软件平台区得到差异化，以物联网作为它们长期销售增长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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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