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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 (CSCO US; 44.33 美元; 目标价: 52.00 美元) 
二财季业绩稳健 回归增长    
思科公布 2018 年二财季 (截至 1 月) 收入增长 2.7%，产品订单增长 5%，表明其增长可能会持续几个季度。二

财季盈利增长反映了思科新产品销售的增长势头，特别是公司的可编程交换机系列 Catalyst 9000。这些交换

机产品畅销，首席执行官 Chuck Robbins 称 Catalyst 9000 是思科历史上增长最快的新产品。这对于建立投资

者对思科增长前景的信心有很大帮助。 思科将股票回购拨款提高了 250 亿美元，并表示公司将继续考虑对与

其产品战略一致的公司作出收购，以提升销售组合中的软件水平。 

 

其他摘要 
 
猫途鹰 (TRIP US; 43.32 美元; 目标价: 55.00 美元) — 欠缺内生销售增长驱动力    
虽然猫途鹰通过降低与表现挂勾的广告支出以挽救短期盈利能力，公司仍需要继续为内生销售增长而挣扎。作

为公司的核心业务，与酒店业务相连的元搜索业务占公司总销售额约 50%，而公司正在烦恼怎将与大型在线

旅行社公司合作的支出转移到自己的营销渠道上。虽然猫途鹰的非酒店比核心酒店业务的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

润率低很多，但将有助于抵消部分销售逆风。由于来自在线旅行社合作伙伴的出价较低，以及移动预订相比桌

上计算机预订较疲弱的货币化，四季度猫途鹰平均每酒店订房客的收入下降了 14%。公司宣布了 2.5 亿美元的

股票回购，并可能考虑收购以推动销售增长。 

  

美国汽车业 — 美国制造商特意放慢电动车发展让特斯拉领先    
有一种误解认为，全球汽车制造商旗下电动汽车发展和推出缓慢是由于他们无法达到特斯拉 (TSLA US) 品牌

的产量和财务表现，但我们认为情况不是这样。其实几乎每个汽车制造商都有它们自己的一个电气化计划，由

于他们知道这将会是一个亏钱项目，所以选择不要像特斯拉那样亏损和流失现金。通用汽车 (GM US) 故意将

雪佛兰 Bolt 设计成外观未尽完美，以限制其销售，因为这辆车扣除成本每架损失 9,000 美元。这就是为什么汽

车制造商预期多年后才会推出电动车，因在这段时间生产电动车才可能变得较具经济效益。特斯拉的竞争优势

在于其品牌形象，至少目前在这一点上，它并没有因数以十亿美元的亏损和现金流损失而受损。由于技术开发

成本昂贵，汽车制造商没有明确的盈利路径，而且消费者对电动车的接受程度一直维持在中性状态，直到零售

成本价下降，电动车销量才可以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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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