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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 (CSCO US; 48.40 美元; 目标价: 58.00 美元)  
二财季业绩证实软件动力    
由于思科良好的销售势头应该为其长期业务转型战略和已更新的交换机组合提供更大信心，因此公司的业绩和

前景有很多值得关注的地方。思科 24%的应用程序销售增长和 11%的企业订单提升有助于支持其战略。思科

企业业务健康发展，再加上其业务在中国的覆盖有限，有助公司于现时不稳定的信息技术支出环境中渡过，而

这种环境却阻碍了其他几家技术领先同行的业绩。到 2020 财年 (截至 7 月)，销售基数较高，但资本回报策略

应有助于维持较快的盈利增长。思科正处于多年销售转型的初期，目标在获得更多经常性收入。尽管思其已经

有效地利用收购来加速这种业务模式的转变，考虑到的规模，这仍是一项重大任务。经常性销售占 2018 财年

收入的 32%，并且到 2020 财年将实现超过 37%的目标，其中大部分来自产品销售。思科正在利用其规模来

支持 30-32%的运营利润率。虽然公司的盈利状况仍然健康，但仍然努力控制毛利率和支出。我们预计每股盈

利增长将快于销售增长，因为回购在其资本回报策略中起着关键作用。 

 

其他摘要 
 

全球智能手机 — 低迷的手机升级导致四季度单位销售增长受阻    
来自 IDC 的移动手机数据显示，去年四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降 4.6%，连续第五个季度出现下滑，

主要是由于内生增长缩减和换机周期延长。由于经济低迷、升级周期延长以及市场饱和，中国市场领跌，单位

销售下跌 9.7%。在 2018 年，由于消费者升级至价格较高的手机，高端出货量增长了 5.1%。但单以四季度

看，由于升级放缓，高端出货量下降了 6.4%。美国四季度出货量下降 11.6%，部分原因是新型号 iPhone 的

需求疲软。苹果 (AAPL US) 四季度在美国的出货量仅增长 0.8% (市占率 50.4%)，而三星则下跌 10.1% (市占

率 18.2％)。于四季度，苹果和三星仍然在美国排名第一及第二。总体而言，发达地区的出货量在四季度下降

了 6.5%，而发展中地区则下降了 3.9%。由于 iPhone 的价格上调使其无法满足许多买家的需求，因此苹果最

近经历了一段艰难时期。中美贸易战引发的民族情绪加上智能手机升级周期和经济疲软，都加剧了苹果在中国

市场的弱势。随着中国市场逐渐成熟，华为、Oppo、Vivo、小米和其他中国本土手机制造商正在寻求新地区

以带动增长。除亚太地区外，他们在中欧和东欧的份额均有所增长，四季度的出货量增长率为 50.4%。 

 
美国国际集团 (AIG US; 40.19 美元; 目标价: 72.00 美元) — 过往问题正在缓解    
美国国际集团在另一次逊于预期的亏损后，管理层保证公司仍然有望恢复承保业务的盈利能力。巨灾损失、投资回

报较弱，特别是增加 3.65亿美元的储备，再次令人失望。然而，我们认为有一些积极的迹象表明，美国国际集团的

努力正在开始取得成果。剔除巨灾损失，事故年度综合成本率为 98.8%，这是美国国际集团重返承保盈利能力的重

要一步。事故年损失率改善至 63.9%，不包括巨灾损失下降 130个基点，费用比率下降 10个基点至 34.9%。首席执

行官Brian Duperreault已经建立团队来重建美国国际集团，2019年可能是一个转折点。 

 

亚马逊 (AMZN US; 1,622.65 美元; 目标价：2,050.00 美元) — 取消纽约 HQ2 不会影响增长    
因为大量反对意见，亚马逊决定不在纽约市建立其第二总部 (HQ2)，但这不会在短期影响其收入或利润增长预

期。这是因为第二总部主要为负责亚马逊全球业务的家庭办公和技术相关员工所建立，而与本地供应链扩张并

不相关。相反如果计划停止，亚马逊的利润可能会因支出减少而受益。由于支出增加，亚马逊的业绩指引引发

了对销售增长放缓的担忧，但亚马逊云服务、广告和亚马逊实现的盈利优于预期的可能性较销售额更大。鉴于

订阅放缓、货币逆风和担忧全球经济，销售增长超过 20%的目标似乎具有挑战性。我们希望亚马逊加强推动

自有品牌商品和广告，以应对物流、云业务和内容扩张。由于今年亚马逊的广告销售额可能超过 100 亿美元，

因此该盈利能力的披露可能成为估价的催化剂。2019 年一季度的盈利指引意味着成本管理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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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