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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 (AMZN US; 1,405.23 美元; 目标价: 1,850.00 美元) 
投资促进销售  但拖累毛利率    
尽管亚马逊近期受到总统川普的批评，但公司的物流优势、Prime 付费订阅服务以及终端市场的增长仍符合预

期。彭博的诉讼分析师认为，反垄断的风险较低，而第三方卖家收取的销售税是更大的威胁。亚马逊相对同行

的成本优势应能缓解税收法规压抑销售增长的风险，而市场对美国邮政运输成本较高的担忧可能会因第三方卖

家共享费用而缓解。亚马逊在零售履行和云服务能力方面的投资将继续推动销售额快速增长，市场份额扩大，

惟利润率可能是短期的代价。过去八个季度的强劲销售表明公司有能力执行这一战略。亚马逊通过 Whole 

Foods 进入食品杂货，免费送货上门有望推动销售增长。 

  

其他摘要 
 

美国银行业 — 银行公布业绩，二季度开局不易    
虽然 2018 年初波动性加大，提振了对收入的乐观情绪，但全球经济前景和潜在的货币政策变化对全球投资银

行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宏观议题。尽管可持续性仍不确定，但一季度股市、外汇交易和新兴市场交易业务可能

获益最大；而与 2017 年一季度相比，银行业务费用收入可能较低。 尽管如此，承销和咨询环境仍有建设性，

已宣布的并购按量同比增长，支持前景。资产管理流量及趋势也将受到关注并影响市场份额的走势，尤其是领

先的贝莱德，其相对交易表现是高盛的关键指标。即将推出的资本测试、收益曲线扁平化、贷款增长前景和存

款定价趋势将引起市场的浓厚兴趣。 

  

沃尔玛 (WMT US; 86.69 美元; 目标价: 120.00 美元) — 看准扩张机会; 印度成为焦点    
沃尔玛在工资、降价和电子商务方面的投资为其核心零售业务和网上销售的扩展带来了机会。受益于运营改善

和价格下降，沃尔玛的客流量和同店销售收入开始攀升，实体店业务势头强劲。随着收购完全融入可比基础和

投资，沃尔玛的电子商务竞争力也得到有效提升，网上销售增长有望正常化。公司需要严密关注成本削减。为

了进一步扩张网上业务，沃尔玛正在重新考虑以高于 70 亿美元收购印度 Flipkart 不超过 51%的股权。公司对

该收购目标的兴趣始于 2016 年。此举将复制公司之前购入京东 10%股权以扩大中国网上业务的成功。 

  
Salesforce (CRM US; 116.10 美元; 目标价: 150.00 美元) — 收购对云战略至关重要    
Salesforce 的销售增长将来自更广泛的产品选择、对现有客户群的进一步渗透、以及国际市场的扩张。在甲骨

文、SAP 和微软等传统供应商竞争加剧的环境下，并购是公司战略的核心部分。Salesforce 通过云端而非传统

的许可证模式销售其产品，一直是软件行业传统模式的主要扰乱者，也是过去三年中唯一销售额增速超过

20%的大型软件公司。以 65 亿美元收购 MuleSoft 将使公司 2022 财年销售额提高约 10 亿美元，并令其可寻

址市场再扩大约 100 亿美元。MuleSoft 的产品可以帮助客户整合各种数据源，这些数据源正日益成为数字化

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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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