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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森食品 (TSN US; 59.64 美元; 目标价: 80.00 美元) 

低税率支持公司面对挑战    

泰森食品重申 2018 财年每股盈利增长 7%-13%的指引，主要基于实际税率预期较低，虽然公司的营业利润在

2018 财年前九个月下降了 1%。管理层于 7 月 30 日将 2018 财年盈利预期大幅下调 15%，表示鸡肉和猪肉业

务经营艰难，而原因是零售价疲软，以及关税提升导致出口需求下跌。牛肉产品的需求有利，以及近年收购的

AdvancePierre 食品等的贡献有望带动 2019 财年实现低单位数的增长速度。季环比数据可能会受到出售部分

非战略性业务的计划以及可能增加的“附加”收购的影响。2019 财年经营利润率可能下降，因较高的工资和

运输费用的短期影响可能抵消更好的产品组合，特别是鸡肉业务。 

 

其他摘要 
 

阿卡迈 (AKAM US; 75.32 美元; 目标价: 88.00 美元) 

核心 CDN 业务收缩，转向保安及视频    

阿卡迈保安产品的增长继续抵消核心内容交付网络 (CDN) 业务的下滑。基于互联网的视频、对最大客户加强

关注、以及定制解决方案 (短期内部分被降价所抵消) 均支持流量加速增长，媒体部门的收入压力可能已经消

散。公司未来可能寻求收购，以提高保安产能和进一步减少对 CDN 产品的依赖。超大规模的云供应商正在商

品化 CDN 产品。 

 

苹果 (AAPL US; 209.07 美元; 目标价: 235.00 美元) 

iPhone、服务及其他产品有助增长    

iPhone 是苹果的主要增长动力和最大的产品线，在截至 6 月底的 12 个月中占公司总收入 62%。虽然 iPhone

出货量有所放缓，公司通过提高平均售价推动了销售增长。然而，鉴于 iPhone 市场日趋成熟，苹果的服务和

其他产品成为其另一扩张途径。这两个细分市场的总收入在 6 月结的 12 个月期间增长了 30.9%，达到销售总

额的 20.4%，这主要得益于苹果有能力利用其庞大且不断扩展的增长基础。由于更高的投入成本和产品组合的

转变，过去两年苹果的毛利率有所下滑，但随着高利润的服务收入在苹果总收入中的占比逐渐增加，服务收入

的增长应可抵消毛利率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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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