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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公司 (AAPL US; 221.07 美元; 目标价: 265 美元)  
iPhone 新机：以双卡与大屏反击安卓    
 
苹果在 2018 年 9 月 12 日召开秋季发布会，发布 iPhone Xs (5.8 寸)、Xs Max (6.4 寸)、 Xr (6.1 寸) 3 款手机

及 Apple Watch 新品。 

 

苹果增加双卡双待与巨屏规格，可望提升用户基础 
新款 iPhone 最大改变是增加双卡双待版本，可满足中国等区域性的特色需求，减少双卡用户流失到安卓的比

率。另一方面，苹果继续扩大屏幕尺寸，iPhone Xs Max 达到 6.5 寸，提升浏览网页与观看视频的体验。在扩

大用户基数的战略目标下，苹果借鉴这两个安卓阵营采用已久的设计；新品扩大了用户覆盖，同时可望提升设

备的单价，对于销量与营收具有双重的驱动作用。  

 

iPhone Xr 如期问世，延续主流价位段竞争力 
如同此前推测，苹果采用 LCD 屏幕、后置单摄像头、移除 Touch ID 等方式，降低生产成本，将该机型的价格

维持在 749 美元的主流价位段。 

 

内容服务的创新，是苹果的发力重点 
在手机的发布环节上，苹果对增强现实 (AR)、拍照录影、游戏等应用，做了篇幅不少的介绍，显现苹果将持

续在内容与服务上发力。 

 

风险因素 
手机用户的换机周期延长、新机种的量产进度晚于预期、美国进口关税影响当地需求。 

 

建议关注 
我们判断，新款 iPhone 延伸了产品形态与价位段，可望突破过去两年销量低个位数波动的饱和状态。苹果正

在以内容服务为核心，持续扩大用户基数的战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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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