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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集团 (992 HK; 5.55 元; 目标价: 7.56 元) ― 业绩改善中    
联想集团第二财季 (2018 年 9 月结) 的业绩显示了多项改进，确认了我们对公司的预期，即移动业务亏损减

少，同时数据中心收入快速增长。另外还有正面惊喜: PC 平均售价和利润上升。我们认为管理层执行正确，专

注于高平均售价的 PC 业务，缩小移动业务，加大对数据中心的投资。我们将目标价从 6.68 元上调至 7.56

元，建议继续关注。 

 

瑞声科技 (2018 HK; 55.8 元; 目标价: 50 元) ― 前景黯淡    
瑞声科技 2018 年三季度收入和毛利率同比下降 8.5%和 4.3 个百分点，低于市场和我们的预期，原因是单位出

货量和平均售价下降，以及外汇逆风。公司没有增加声学业务的产能或产量，但我们认为市场份额的收缩是由

于竞争对手的加速。我们对 2019 年的前景持谨慎态度，因为对安卓 (Android) 客户的销售虽有增长，但这可能

会被来自 iPhone 的收入下降所抵消。基于 11 倍 2019 年预期市盈率 (原为 15 倍)，我们将目标价从 90.5 元下

调至 50 元。建议继续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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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