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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 (AAPL US; 162.75 美元; 目标价：200.00 美元) 
App Store 和内容将驱动服务收入翻倍    
App Store (应用程序商店) 是苹果公司服务收入的最大组成部分。在 App Store 中，游戏的销售额接近 75%，

音乐和视频订阅及通过苹果两大领先平台销售的数字下载 (iTunes 和苹果音乐) 也是服务领域的一大增长板

块。App Store 在苹果服务收入中占比最大，12 个月的销售额总计 89 亿美元，相当于 TTM 服务销售额的

32.1%。目前，公司正在努力争取通过 7.3 亿部已安装的 iPhone 手机来推动应用和手机游戏的销售。支付账

户的数量不断上升，带动了整体服务的扩张，也在帮助公司达到 2020 年前销售额翻一番的目标。App Store

已经开始接受苹果支付和支付宝，它们的灵活性令苹果可以进一步货币化在全球已安装的 iPhone。苹果一季

度在中国推出支付宝，扩大了支付账户的数量。 

 

其他摘要 
 
耐克 (NKE US; 65.98 美元; 目标价: 75.00 美元) – 加快创新和品牌提升以推动销售    
在北美市场竞争加剧，消费者偏好转变的背景下，耐克的收入增长取决于它能否成功创新和加快销售。除了重

建篮球市场趋势，鞋类和服装的海外销售能力也是关键。通过缩短产品推出所需的时间，公司可以尽早识别需

求迹象，设计制造销路旺盛的产品，扩大原价销售量，提高利润。 

 
Salesforce (CRM US; 108.55 美元; 目标价: 130.00 美元) – 业绩预览：需求强劲，唯基数较高   
Salesforce 将在 2 月 28 日公布第四财季业绩。去年同期业绩较强，同比基数偏高。第三财季的交易活动旺

盛，可能影响第四财季的账单，因为部分交易可能已经从季节性最强的四季度转移到了三季度。受益于云服务

投资的成熟，公司的销售额和盈利能力应有所提升。预计营销云和服务云的趋势向好，由零售支出推动增长。

市场将密切关注公司 2019 财年展望，估计重点在国际增长和利润率扩张。公司指引 2018 年非 GAAP 会计准

则的营业利润率约为 14.5%，长期目标为 30%。对于第三财季所推出的金融服务云交易结算的评论，以及对

其他产品的影响也可能成为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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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