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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 (AMZN US; 1692.69 美元; 目标价: 2250.00 美元) 
反托拉斯调查对亚马逊的影响小于中美贸易战    
我们认为，亚马逊的短期销售应不受报道中的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反托拉斯调查的拖累，因为此类调查通常

需数年时间才能完成，而且其影响也远不及中美贸易战那样大。FTC 需通过许多程序之后才可能开始对亚马逊

的战略产生影响。亚马逊为 Prime 会员提供免费当日送货，这可能会令公司收入增长稳定，市场份额扩大，第

三方卖家数量增长，并提升广告库存的长期利润。虽然此举将增加近期成本，但广告、云计算和国际利润率的

持续上升应部分抵消成本增长。此举还可能同时扩展亚马逊自己的交付网络，而这是进入杂货业务的必要条

件。广告收入有望受益于视频广告的增多，并继续为 2019 年毛利率做显著贡献。如果管理层今年公布视频广

告的数据，广告部门的披露有可能成为股价估值催化剂。 

其他摘要 
苹果 (AAPL US; 173.30 美元; 目标价: 260.00 美元) 
苹果成为司法部调查目标，但应不影响短期前景    
据路透社报道，司法部有权调查苹果公司的商业行为。尽管苹果在美国智能手机市场占据主导地位，我们认为

调查不会抑制公司的短期销售。调查过程将耗时数年，司法部必须向法庭证明苹果违反了反垄断法，而这可能

并不容易。苹果专注于扩大其服务收入，以减少对 iPhone (占过去 12 个月收入 57.7%) 的依赖。iPhone 现在

处于成熟阶段，升级是推动销售的主要方式。中国经济放缓以及无法进一步提高 iPhone 价格也对销售形成压

力。虽然服务部门的增长有助于弥补这一不足，但苹果的目标是扩展其可穿戴设备、家居和配件，其中包括

Apple 手表和 AirPods。该部门连同服务部门的收入在过去 12 个月中增长了 26.6％，占公司总收入 24.6％。 
 

脸书 (FB US; 164.15 美元; 目标价: 250.00 美元) 
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审视应不影响短期展望 
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宣布将对脸书的竞争行为进行调查，我们认为这不会导致公司近期销售下降，而中美贸

易问题更令人担忧。该类 FTC 调查都需要数年才能完成。最坏的情况是公司被分拆，而这可能会提高脸书的

“部分总和估值”。在转向以隐私为重点的网络的同时，脸书进入了过渡期。管理层计划将应用程序联合起

来，并通过 Stories (限时动态) 加速增长。在此阶段，限时动态有望推动广告库存增长，这或许会拖累 2019
年销售，因为库存较高可能压制定价。随着限时动态的参与度提升，脸书有望维持给广告商的回报，预计

2020 年市场份额的增长将驱动销售。付费消息和 Instagram 的电商均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但可能需要几个季

度才能改善公司收入的可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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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