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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 (AAPL US; 178.30 美元; 目标价: 260.00 美元) 
随着 iPhone 销售放缓，苹果冀扩大服务业务    
苹果专注于加强服务部门，以减少对 iPhone 的依赖，过去 12 个月 iPhone 占公司总收入 57.7%。鉴于

iPhone 已进入成熟阶段，销售的主要驱动力来自升级。中国经济放缓和无法进一步提价也压制 iPhone 销售。

虽然服务部门的增长将有助于弥补不足，但苹果的目标是扩展可穿戴设备、家居和配件领域，包括苹果手表和

AirPods。过去 12 个月中，这些产品联同服务的收入增长了 26.6%，在总收入的占比达到 24.6%。 

其他摘要 
盖璞 (GPS US; 20.60 美元; 目标价: 30.00 美元) 
问题堆积，销售全面下滑    
盖璞的业绩不佳，特别是以盖璞门店的可比销售额下降了 10％，引发投资者质疑该公司推动持续复苏的能

力。虽然气温较低和迟来的复活节可能是主因，但销售未达标反映了更广泛的问题。一季度业绩不达预期之

后，管理层大幅削减了全年指引，预计着所有品牌将持续疲软。盖璞的复苏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有意分拆公

司，2020 年旧海军将被分拆为一个独立公司。分拆应有助于每个单位最大化其潜力。Well+Good 的推出为

Athleta 品牌提供了更加身临其境的客户体验，令其更好地利用运动服装的商机。收购 Janie＆Jack 则令盖璞

扩大了本已非常强劲的儿童服装业务。对市场需求的反应能力是 Athleta 和 Old Navy 经营获利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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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