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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esforce (CRM US; 152.84 美元; 目标价: 178 美元)  
营收稳步增长  盈利持续改善    
 
公司概述 
全球最大的 SaaS 厂商。公司当前业务已涵盖：销售、服务、营销和平台服务四大板块， 2018 财年公司营收

超过 100 亿美元。 

 

竞争格局 
公司在全球 CRM 市场一枝独秀。预计 2021 年公司目标市场空间将扩展至 1200 亿美元。作为全球 CRM 领域

绝对领导者，公司 2017 年全球份额为 19.6%，遥遥领先 Oracle (7.1%)、SAP (6.5%) 等传统厂商。  

 

未来发展 
公司长期成长性突出，份额占比亦有望逐步提升。1) 客户基础：截至 2017 年，公司企业客户数已超过 15

万，客户年 ARPU 也由早期不足 2 万美元提升至当前 7 万美元，企业客户数留存率一直保持在 85~90%之

间；2) 行业下沉、聚焦大客户；3) 交叉销售。 

 

估值逻辑 
影响估值水平核心因素已向净利率切换。2018H1 公司净利率达到 10%，全球 CRM 市场占有率达到 20%，

PS 亦从 2016 年 7X 提升至当前 9X。 

 

风险因素 
市场竞争持续加剧风险；收购其他公司后的业务整合风险；公司核心技术、产品人员流失风险。 

 

建议关注 
我们预计公司 FY2019/20/21 年收入增速为 25.2%/21.3%/19.4%，对应 131.3/159.2/190.1 亿美元，归属净利

润为 7.37/7.16/10.23 亿美元，净利润 (Non-GAAP) 为 18.99/21.80/28.29 亿美元。目前美股 SaaS 公司 P/S

(2018) 一般在 9~14X 之间，Salesforce 当前 P/S (FY2019) 为 9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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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