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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esforce (CRM US; 150.81 美元; 目标价: 180.00 美元) 
执行良好，销售稳定    
Salesforce.com 今年一季度业绩再现了公司在强大的信息技术支出环境中的良好执行力。剩余履约义务 (或已

签约销售) 同比增长 22%，未来应可保持稳定。尽管欧洲宏观经济存在不确定性，但公司在该地区的业务将继

续推动收入增长，因为 Salesforce 仍在此进行投资。考虑到公司当前运营收入 40 亿美元，增速约 10%，我们

认为其大型产品 Sales Cloud 的增长放缓不足为奇。一季度服务云扩展了 20%，收入超过 10 亿美元，应推动

公司增长。MuleSoft 可以继续提升公司的平台业务，但在 Salesforce 旗下运营四个季度后，其可比基础可能

变得更为艰难。 

其他摘要 
苹果 (AAPL US; 179.64 美元; 目标价: 260.00 美元) 
苹果显示创新仍是公司发展的关键    
苹果公司在其开发者大会上公布了 Apple Maps、iMessage、Reminders 等核心应用程序的更新，我们相信这

将维持苹果在产品方面的竞争力，将用户留在其生态系统中。更新也展现了苹果继续创新的能力，令人鼓舞。

最引人注目的的是 Apple Maps 的新功能，包括更强大的细节和准确性，这使该应用程序可以与 Google Maps
和 Waze.uie 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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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