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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 (AAPL US; 194.81 美元; 目标价: 260.00 美元) 
苹果和富士康可能通过在转移生产来减轻关税    
iPhone 的主要制造商台湾鸿海精密 (富士康) 的一位高管表示，富士康可以将所有运往美国市场的 iPhone 的生

产转移到中国境外，这将有助于缓解川普政府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加征关税给苹果带来的收入和利润风险。这

是一项重大风险，因为关税将影响苹果在北美市场的销售，该部分销售额占 2018 年公司总收入 43.5%。但最

近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升级依然对苹果构成风险，因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上升可能影响苹果的销售。中国仍是

公司重要的国际市场，2018 年销售占苹果总收入 18%。 

其他摘要 
摩根大通 (JPM US; 110.68 美元; 目标价: 135.00 美元) 
利率下调可能会为摩根大通带来 25 亿美元的下行空间    
摩根大通估计，若美国立即平行下调利率 100 个基点，公司的核心净利息收入将减少 25 亿美元，下降幅度是

提高利率 100 个基点可带来的预期收入增长幅度 (12 亿美元) 的两倍多，等于过去 12 个月核心净利息收入的

4%-5%，或收入的 2%；反之，若利率上调，预计核心净利息收入可上升 2%-2.5%，收入可上升 1%。根据一

季度的美元利率情景披露，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降 100 个基点将使摩根大通的核心利息收入减少约 12 亿

美元，而长期利率上升将可推动 7 亿美元的盈利。明年，非美元对利率上调 100 个基点的敏感度约为 6 亿美

元。 分析师对每股盈利的预测可能考虑了市场对 2019 利率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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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