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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知特科技 (CTSH US; 70.33 美元; 目标价: 95.00 美元) 
中期销售目标高达 7-11%    
高知特科技在其分析师日表示，公司的中期销售目标为年增长 7-11%，这一水平令人鼓舞，其中内生增长 6-

9%，外生增长 1-2%。此前景应可减轻投资者对明年收入放缓的担忧。我们认为，公司将部分利润投资于开发

下一代产品的理念应支持销售增长稳定在高单位数至低双位数的速度。今年盈利能力似乎有明显改善，明年也

有继续向上的潜力，因为管理层在激进投资者的压力下正在实施一系列战略变革。但近期业绩显示部分客户的

特定信息科技支出有所回落，特别是在金融服务领域，这或许会略微拖累改善的步伐。  

  

其他摘要 

美国智能手机 
苹果和诺基亚易受贸易争端影响    
在不断升级的美中贸易战中，苹果到目前为止受关税影响的产品名单没有变得更长，但在这两个国家的有关连

产品仍面临风险。诺基亚正在努力将运往美国的产品的生产线从中国转移出去，但无法完全做到。中国制造的

iPhone 等苹果产品并不在川普政府对中国征收最新关税的名单上，但贸易纠纷可能进一步恶化，从而增加苹

果受影响的风险。虽然公司可以调整价格以限制对消费者的不利，但其利润率可能受损。随着紧张局势加剧，

如果北京方面发起“购买国货”运动来打击美国供应商或者对美国品牌征收关税，那么苹果最大的风险可能来

自中国境内。IDC 称，四家中国本地供应商在三季度占有中国智能手机市场 80%以上的份额 (按销售手机数

量)，因此 iPhone 特别易受伤害。中国占苹果 2018 财年销售额的 19.6%，同比增长 16%，其中 iPhone 贡献

最大。 
  

应用材料 (AMAT US; 35.40 美元; 目标价: 60.00 美元) 
盈利前景：出口禁令将导致盈利下降    
由于对蚀刻和沉积等半导体生产设备的需求放缓，应用材料公司一季度销售可能下降。美国对中国出口芯片生

产设备的限制是减缓需求的主要因素。服务业务的销售应继续增长，或许能够部分抵消半导体设备销售的下

滑。由于利润率较高的半导体系统销售走弱，公司一季度营业利润率也将下跌。管理层指引一季度销售额下降

12%，每股盈利下降 25%。然而，公司仍有可能在截至 10 月份的 2020 财年实现其 196 亿美元的收入目标。

由于人工智能和自动驾驶的进步，公司的芯片设备产品在满足不断增长的先进芯片需求方面领先同行。应用材

料有望凭借这种力量避开近期市场萎缩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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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