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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sta (ANET US; 257.77 美元; 目标价: 293 美元)  
中期成长性依然理想    
 
Arista 于本周公布 2018Q3 季度财务报告，当季收入 5.63 亿美元，环比+8.4%，同比+28.7%，净利润

(GAAP) 1.69 亿美元，净利润 (Non-GAAP) 1.71 亿美元。公司 Q4 收入指引 5.82~5.94 亿美元，并预计全年收

入同比+30%左右。当季毛利率、运营利润率分别为 64.6%、37.1%。 

 

市场关注焦点 
当前市场关注点主要集中于：加征关税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欧美云厂商资本支出减速影响，公司在 400G 时代

的竞争力表现，以及公司新业务 (园区网络、路由器等) 表现等。公司表示已通过产品涨价、生产线转移等方

式以应对加征关税政策影响，预计对公司财报影响甚微。同时公司亦表示，长期来看公司营收增速和云厂商资

本支出增速相关性较弱，且预计未来两个季度订单依然良好，并未感受到当前市场负面因素影响。 

 

中期成长性分析 
我们认为当前数据中心网络市场仍处于 100G 的中期，100G 产品在 2019 年仍有望维持强劲增长，400G 产品

有望在 2019 年小幅放量，但渗透周期预计较为漫长。我们依然维持公司未来两年 20%以上营收增速的判断。 

 

风险因素 
云厂商资本支出大幅下滑、网络设备升级节奏放缓风险，市场竞争持续加剧风险，公司在 400G 时代进展不及

预期风险等。 

 

建议关注 
中期来看，公司将持续受益于云厂商、大型企业 IDC 网络升级需求，客户群拓展、新产品线、400G 产品亦将

构成公司中期成长的重要支撑。根据 Thomson 一致预期，市场预计公司 2018/19/20 年净利润为

6.27/7.29/8.90 亿美元，当前股价对应 2018/19/20 年 PE 为 31/26/2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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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