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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彼勒 (CAT US; 135.02 美元; 目标价: 180.00 美元) 

全球经销商销售继续增长    

卡特彼勒的全球经销商销售额为建筑及采矿设备市场鳌头，7 月份数据同比飙升 24%，连续第九个月增幅超过

20%。公司实力广泛，在所有细分市场和地区的业务都在不断扩大。建筑设备和采矿设备的销售额分别增长

22%和 34%。公司全球经销商的机器销售量 (建筑和采矿设备需求测量表) 继续超出预期，7 月份升幅为

24%。继 2015-16 年出现双位数下降后，2017 年春季起恢复增长。建筑设备销售增长 22%，其中北美增

26%，亚洲增 30%，欧洲销售几个月来一直走弱，7 月份仅录得 5%的增长，虽然同比基础并不高。采矿设备

销售经过三年半的下跌后于去年中逆转，今年 7 月尽管同比基础艰难，增速仍达到 34%，且所有地区都以双

位数的速度稳定增长。我们相信卡特彼勒的销售增长将持续，但随着比较基础的上升，增速将放缓。北美和中

国是最大的建筑设备市场，占全球总量的 20%-25%。 

 

其他摘要 
 

微芯科技 (MCHP US; 87.03 美元; 目标价: 125.00 美元) 

凭借并购扩大并增加市场份额    

微芯科技的芯片具有广泛的行业影响力，得益于物联网和不断增长的汽车芯片内容等有利的长期趋势。公司通

过并购销售协同效应加速增长。利用收购获得的大规模运营以及在微控制器 (MCU) 市场不断提升的竞争地

位，公司专注于扩大市场占有率，实现 7%-9%的长期增长。微芯科技 2.0 战略采用系统方法，旨在集成其

MCU 和模拟芯片，以便将公司的芯片与 MCU 同行区分开来，从而推动市场份额增长。并购在公司战略中发

挥了作用，未来可能长期维持不变。公司的中期目标是运营利润率达到 40.5%，这意味着利润率接近峰值。在

同类半导体产品中，微芯科技的产品利润率最高，贡献可观的现金流维持资本回报和并购战略。由于

Microsemi 的库存仍在调整，短期毛利率将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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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咨询服务 

中信证券经纪 (香港) 有限公司 

分析师声明 

主要负责撰写本研究报告全部或部分内容的分析师在此声明：(i) 本研究报告所表述的任何观点均精准地反映了上述每位分析师个人对标的证券和

发行人的看法；(ii) 该分析师所得报酬的任何组成部分无论是在过去、现在及将来均不会直接或间接地与研究报告所表述的具体建议或观点相联系。 

评级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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