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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多比 (ADBE US; 223.63 美元; 目标价: 260.00 美元) 
网上营销需求推动体验云    
奥多比的体验云 (Experience Cloud) 包含网上营销、广告技术和分析产品，为该公司提供了最大的增长机会。

与数码产品的市场不同，数码体验市场竞争对手繁多。奥多比与微软、埃森哲等信息科技服务公司的合作关系

对其长期发展至关重要。随着跨国公司寻求更好的工具，跨渠道接触潜在客户，奥多比体验云的增长前景令人

鼓舞。公司正在使用社交、移动和其他新平台来吸引消费者，因为人们正在远离电视、收音机等传统媒体，而

此趋势刺激体验云内各种软件产品的销售。奥多比估计，体验云的可寻址市场规模 (包括营销、分析和广告软

件) 到 2020 年将达到 530 亿美元。 

  

其他摘要 
 

永利渡假村 (WYNN US; 179.83 美元; 目标价：220.00 美元） 
业绩预览：二月赢率奠定强劲季度业绩    
永利度假村公布一季度初步业绩，其财务节奏符合收入增长 18％和 EBITDA 增长 27％的预期。澳门和拉斯维

加斯的赌场在中国农历新年期间 (2 月 6-25 日) 表现强劲，永利宫的豪华大众赌枱可能受益于建筑活动下降所

带来的环境改善，因为竞争对手米高梅金光大道已于 2 月 13 日开业。公司 1 月份的电话会议讨论了 Paradise 

Park 的设计，以及在西部地带开发 38 英亩土地的计划，意味着永利在拉斯维加斯迅速扩张。但 Steve Wynn 

在 2 月 6 日辞职可能会影响发展计划。米高梅金光大道的开幕令澳门一季度市场赢率上涨 20.5%。永利澳门和

永利皇宫的 1 - 2 月总博彩收入同比上升了 21%，与市场预期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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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