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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露柠檬 (LULU US; 173.02 美元; 目标价: 200.00 美元) 
国际销售增长受中国拉动    
露露柠檬的全球销售额有可能达到 10 亿美元，而中国市场是关键，虽然欧洲也有望提供动力。中国的表演及

运动风格服装市场总价值近 870 亿美元，露露柠檬的目标是接触到 4 亿活跃的千禧一代。2018 年，公司在欧

洲和亚洲的销售额增长了 47%。在一些不断增长的亚洲经济体中，瑜伽日益普及，这为公司带来了巨大的潜

力。虽然露露柠檬尚未充分发挥在国外的潜力，但它正在向前迈进，未来几年国际销售额有可能占其总量的

20%-25%。估计中国实体店和网上销售对公司海外收益的贡献将平分秋色。四季度，亚洲市场增幅达 70%，

欧洲市场则近 60%；中国电商尤其强劲，同比增长 140%。露露柠檬继续进军新的区域，去年四季度在大阪和

澳门开设实体店，在香港开设其全球首家机场店铺，并第一次在柏林中区开设了商店。公司在澳大利亚、新西

兰、新加坡和韩国也设有国际办事处。 

其他摘要 
苹果 (AAPL US; 204.53 美元; 目标价: 245.00 美元) 
苹果音乐可通过原创视频吸引更多 Android 用户    
为扩大用户群，苹果可能需要增加苹果音乐在 iOS 设备中的渗透率，该服务正在努力吸引 Android 用户。我们

认为，苹果可以通过提供差异化和独家视频制作以及音乐来加强对 Android 用户的吸引力。大部分苹果音乐用

户来自苹果的已安装基础，这表明平台的增长主要与该群体的增长挂钩。与此相对的是，苹果正在竭力挽留

Android 用户，Sensor Tower 的数据显示 3 月份 Android 用户中的月活跃用户同比下降了 3.2%至 170 万。如

此高的客户流失率已完全抹去了其 3.7%的保留率，因为“保留”在这里的定义是在初始安装后访问该服务超

过 90 天。我们预计 Android 月活跃用户将持续下滑，2019 财年用户增长将低于去年的 20.9%。但我们的分析

显示，苹果音乐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 iOS 的安装基础，因为苹果用户在一季度占该平台 5000 万付费用

户的 95%以上。 
 

哈里伯顿 (HAL US; 31.09 美元; 目标价: 40.00 美元) 
盈利前景：已度过业绩低谷    
哈里伯顿一季度业绩和二季度指引显示，由于油价趋于稳定和活动正常化，压裂价格的压力已经开始减轻。公

司的 2019 年行业展望与斯伦贝谢相似，而随着行业行为更为理性，北美以外的勘探和生产支出以高单位数的

速度增长，北美则下降 6%-10%。预计二季度石油化工行业的收入增速为个位数，钻井和完井的增长率也将跌

至个位数，尽管可比利润率或提高 50-150 个基点。自由现金流大幅下跌，同比减少 5.52 亿美元，但公司预计

全年自由现金流量会超过 2018 年的 11.3 亿美元，反映收入和收款的改善。管理层确认全年资本支出 16 亿美

元的指引，并假设压裂容量没有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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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