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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 (CSCO US; 35.88 美元; 目标价: 42.00 美元)  
快将实现持续的收入增长    
思科 2018 财年一季度业绩 (截至 10 月) 乎合预期，公司并预期第二财季收入增长将回复到 1-3%，因此我们对

公司未来能实现持续增长的前景感到乐观。思科表示其核心业务仍然疲软，交换器和路由器收入同比录得下

降。不过，最近推出基于意图的网络技术正在与客户取得良好的合作关系，并提振了交换器订单的趋势。网络

安全业务仍然是增长关键，第一财季同比增长逾 8%。因内存成本上涨，思科第一财季调整后毛利率为

63.7%，同比下滑 151 个基点。不过，软件业务占整体收入的百分比持续增长，这有助长期利润率趋势。管理

层表示，第一财季 32%的销售额来自经常性收入。 

   

其他摘要 
 
雪佛龙 (CVX US; 114.57 美元; 目标价: 137.00 美元) — 上游弱势令现金流有所偏差    
雪佛龙三季度现金流有所偏差，使完全以现金流覆盖股息支出的期待延迟，但真正令人担忧的可能来自未来的

业务组合。现时二叠纪盆地和田吉兹油田为产量的坚实支柱，但雪佛龙需要更多低成本的资源以带动下一波增

长。其中，国际页岩气业务规模太小，不足以填补这一空档，而墨西哥湾三角洲地区则需要降低成本才可商业

化。埃克森美孚 (XOM US)，壳牌和道达尔 (TOT US) 等同业都积极开发新油田，但雪佛龙还未做到。国际上

游业务是三季报中唯一收入下降的分部， 每天生产 270 万桶石油当量略低于预期；相反，下游业务则大幅改

善。雪佛龙三季度经调整后每股盈利为 85 美分，比市场预测的 1 美元为低。 

 

百思买 (BBY US; 55.25 美元; 目标价: 68.00 美元) — 四财季指引谨慎 但长期展望良好    
管理层经历了两个季度广泛的销售复苏后，对 2018 财年四季度 (截至 1 月) 的前景相对谨慎，引发了市场对产

品需求的担忧。iPhone X 强势推出，百思买第四财季的电器销售增长预期加上令人满意的游戏机周期，都意

味销售增长可持续而非缓和。因公司需要发展为未来提供收入的服务 (包括当天交付和联网家庭的内部顾问)，

毛利率可能因此受到限制。公司的新服务，与“店中店”供应商的伙伴关系 (包括与谷歌和亚马逊 (AMZN US) 的

联网家庭) 以及高端品的销售能力都支持百思买作为领先电子零售商的长期地位。 

 

美国独立炼油厂 — 成为税收改革的受益者 
尽管政治障碍依然存在，2018 年上半年，美国独立炼油厂可能成为税收改革的受益者。总统川普和他的政府

在 2017 年采取了一系列的行政措施和放松管制措施，这可能会对炼油厂的合规成本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

环境保护局撤回了奥巴马政府的一项要求，即炼油厂需要提供有关油气运营设备和排放的信息。类似的放松管

制措施可能会继续。除了美国之外，复杂的政治局势可能会在 2018 年上半年影响全球石油市场。委内瑞拉危

机恶化或者推翻对伊朗的制裁可能会减少石油供应，并令到一些投资不能付诸实施。气候变化政策和电动车法

规亦有可能影响这个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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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