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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 (AAPL US; 193.15 美元; 目标价: 245.00 美元) 
更多迹象显示 iPhone 销售将放缓    
Lumentum 下调了其 12 月结季度的盈利预期，令市场更加担忧苹果 2019 年首季 iPhone 的增长可能放缓，甚

至低于初步指引。Lumentum 表示其最大的客户之一 (应该是苹果) “大幅” 降低了初始订单所要求的 3D 感应的

激光二极管 (面容识别功能所需部件) 的出货量。苹果专注于维持核心 iPhone 业务的增长，同时扩大服务和其

他产品的收入，以求减少对 iPhone 这一成熟产品线的依赖。在苹果过去 12 个月的销售中，iPhone 占比最

高，但智能手机市场增长放缓促使公司专注于将 2016-20 年的其他服务收入翻一倍，包括 iCloud、苹果 

Music、App Store 等。 

 

脸书 (FB US; 141.55 美元; 目标价: 215.00 美元)  
投资回报取决于 2019 年    
投资者对脸书的长期预期已降到可控水平，在当前该股估值处于历史低位的情况下，脸书的增长只需略超行业

平均水平即可满足市场预期。公司在 2019 年执行将决定方向。在管理投资回报、信息货币化、收入多元化和

保安方面的成功将会大幅提高长期预测，否则可能进一步下降。对脸书保安和增长的担忧导致预期和估值下

调，为股价提供了一线希望。未来三年，预计移动广告行业的支出将上升约 19%，而同期脸书的年化收入增

长预测下降了 100 多个基点，至 21%左右。这意味着脸书必须超越行业才可实现其增长目标。与此同时，该

股估值倍数已跌至历史低位，显示投资者并不看好脸书利用预期下降的能力。如果 2019 年执行到位，公司应

可顺利实现其较低的指引，但管理层的任何失误均可能令预期进一步下滑。 

 

其他摘要 

高盛 (GS US; 227.22 美元; 目标价: 280.00 美元) — 诉讼风险超过 20 亿美元    
高盛在美国的诉讼风险总值预计在 20 亿美元以上。由于美国对前高盛银行家提出指控，高盛 2012-13 财年出

售马来西亚国家投资基金 1MDB 债券所赚取的 6 亿美元费面临超过 10 亿美元的风险。在与抵押贷款相关产品

的诉讼中，有一个与 Abacus 交易和其他 CDO 有关，预计其结算最高可达 3.25 亿美元，尽管股东要求赔偿

130 多亿美元。其他高盛面临的诉讼和/或调查涉及掉期和股票借贷平台、铂金和钯金、美国国债、海外反腐败

法 (FCPA) 以及银行暗池，解决这些案件总共需要约 10 亿美元。高盛同时在就性别歧视指控和证券承销违规

的进行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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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