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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 (CSCO US; 43.86 美元; 目标价: 52.00 美元) 

盈利前景：业务转型获得牵引力    

思科的战略与客户产生共鸣，第四财季业绩胜预期，而今年一季度销售增长预期为 5%-7%，显示需求持续强

劲。第四财季 (即 2019 财年展望的中点)，公司录得 6%的销售增速，是 2015 年二季度以来最快的增长。保安

和应用程序的优势仍是业绩驱动的关键。Catalyst 9000 园区交换产品的动力正在加速基础设施领域的增长，

该领域增长了 7%。整体销售前景意味着类似的绩效水平需要健康的基础设施结果。公司的业务模式转型进展

迅速。经常性销售额占总销售额 32%，意味着前者提高了 9%至 41 亿美元，而产品递延收入扩大了 23%。 

 

其他摘要 
 

微软 (MSFT US; 107.66 美元; 目标价: 130.00 美元) 

有望成为顶级的云供应商    

微软有望在未来 3-5 五年内成为全球最大的云计算公司，因为它正在缩短与亚玛逊在云基础架构方面的差距，

同时保持在云生产力应用程序中的主导地位。在首席执行官 Satya Nadella 的领导下，微软完成了公司文化的

转变，成为一家更加开放企业，欢迎竞争并采用更多的开源软件。我们认为，所有这些因素加上传统客户的大

量安装基础以及内部部署和云产品支出的增加，都应有助于销售额至少在未来两年以双位数速度上升。 

  

露露柠檬 (LULU US; 126.45 美元; 目标价: 150.00 美元) 

二季度业绩预览：受惠于强劲势头及网上动力    

今年二季度，露露柠檬有望延续上季移动流量和网上转换的强劲势头，男装业务在 ABC 特许经营和同店销售

的增长可能加速。该品牌毛利率扩张超过 220 个基点，商品利润率还将额外贡献 50 个基点。今年微信店的推

出带动了中国销售的增长，提高了公司在中国的品牌知名度和网上销售。预计全年将获得适度的营销及行政杠

杆。我们期待了解新首席执行官 Calvin McDonald 在实施公司增长战略方面的计划。 

 

美国智能手机 ― 华为进入超高端市场，苹果将受威胁    

苹果可能会像三星那样失去一部分市场份额，因为随着市场日益饱和，华为等中国高端手机供应商为了继续增

长正在向超高端智能手机进军。据 IDC 称，由于华为高端 P20 系列的增长，二季度三星的市场份额下跌，令

华为有可能成为苹果公司之后全球排名第二的供应商。随着中国竞争对手推出更多的高端机型，苹果在高端智

能手机领域的主导地位或面临威胁。根据 IDC，苹果二季度的单位份额为 12.1%，在全球排名第三，是八年来

首次跌出前两位，而同期华为的单位增长达到 41%，尽管整体市场走弱。华为的份额扩张来自对三星的压

抑，因为高端消费者有可能是被 4 月推出的 P20 系列所吸引而放弃了 3 月底推出的 Galaxy S9。我们预计中国

供应商对苹果的压力将加剧。虽然小米和 Oppo 一直专注于低端手机以推动新兴市场增长，但他们未来可能扩

大高端产品，以便在发达市场占有一席，这会削弱苹果在高端市场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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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