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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 (AAPL US; 182.54 美元; 目标价: 260.00 美元) 
App Store 增长放缓  苹果需加强生态系统优势    
在截至 6 月 2 日的一周内，苹果的 App Store 销售额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放缓，凸显了扩大其应用程序阵容和

确保其安装基础的必要性，这将有助于为服务部门的持续增长奠定基础。公司在 WWDC 2019 大会上公布了

核心应用程序的几项增强功能，这些功能应可推动增长，将用户锁定在其生态系统。App Store 销售增速同比

下滑与公司全年收入下降的趋势相符，也确认了我们的预期，即随着该细分市场的成熟，服务业务的增长前景

将走弱。在 6 月 3 日的 WWDC 上，苹果并没有像过去那样强调 iOS 开发者的收入，因此管理层的观点可能与

我们一致，这将令服务收入增长继续放缓。根据 Sensor Tower 数据，App Store 在截至 6 月 2 日的一周销售

额增长为 13.7%，低于去年同期的 19.5%。 

其他摘要 
亚马逊 (AMZN US; 1738.50 美元; 目标价: 2250.00 美元) 
人工智能和无人机显示更大的交付业务野心    
由人工智能支持的无人机正在测试亚马逊重新展示的递送及仓储机器人技术。从 MARS 会议可以看出这一网

络巨头扩张递送服务的强大意图。与此同时，新潮的购物功能突显了公司向新型垂直市场的推进。亚马逊正在

为提供当日送货做准备，目标是将交付和物流技术变为整个互联网的后端网络，加强对利润率较高的第三方卖

家的关注。为 Prime 会员提供免费当日送货服务可能会稳定亚马逊的收入增长，帮助扩展份额，增加第三方卖

家，同时扩大广告库存的长期利润增长。此举将提高近期成本，但广告、云计算和国际运营利润率的持续增长

应可部分抵消相关拖累。这一努力还有望同时扩大公司的交付网络，这是亚马逊进入杂货行业的必要条件。广

告收入可能受益于视频广告的增长，并为公司 2019 年毛利率做出显著贡献。如果管理层今年公布视频广告的

数据，则广告细分披露有望催化该股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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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