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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 (MSFT US; 137.71 美元; 目标价: 180.00 美元) 
应对贸易战，微软处于比竞争对手有利的地位    
相比大多数行业竞争对手，微软的主要应用程序 (从窗口到 Office) 令其在贸易战中处于更具优势的地位，可以

应对贸易战加剧带来的经济衰退，并有能力抵消云增长的放缓。如果企业限制可自由支配的开支，软件行业遭

受的影响将甚于其他任何技术领域。由于微软与大型企业客户之间有长期协议，该公司的商业收入占其年收入

组合约 90%。可预测的收入流支持微软在经济低迷时期保持定力。此外，过去两个季度的商业预订平均增长

率在 30%左右，这将在短期出现放缓时为公司提供喘息空间。微软产品在客户的日常运营中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其自由支配的性质较低，这对微软有利。 

其他摘要 

美国快递业 
联邦快递最新举措可加强客户关系，推高利润率    
联邦快递决定终止与亚马逊在“国内快递”及“地面”业务的合作关系，这是一项旨在减少低利润业务的战略

举措，应给联邦快递带来与其他电商供应商建立更深层关系的机会。我们认为，未来替代的业务量有望提高上

述两个部门的利润率，推动联邦快递的利润率增长，并有可能令 2022 年每股盈利超出预期。有报道指，在联

邦快递从亚马逊获得的收入中，地面业务占比不超过 3 亿美元，这意味着其他三分之二 (约 6 亿美元) 主要分

布在国内快递 (合约已于 6 月到期)、国际快递和货运。我们的计算显示，地面的亏损可能导致联邦快递 2020
年每股盈利下降 10-15 美分。 
 

路易斯安那 - 太平洋 (LPX US; 22.78 美元; 目标价: 33.00 美元) 
OSB 价格暴跌，毛利率大幅下降     
尽管路易斯安那太平洋正在成为一个更稳定的企业，但公司经调整的 EBITDA 利润率仍受建筑产品业务周期性

的影响，我们预计该指标将从 2018 年的 23％降至 2019 年的 11%，此前曾从 2015 年的 4%升至 2017 年的

25%。究其原因，主要是住房供应放缓导致需求受限，供大于求令定向纤维版 (OSB) 价格暴跌。虽然住房负

担能力的提升可能会令价格从低水平反弹，但 2019 年的平均价应远低于 2018 年。预计公司 2019 年下半年利

润率将从上半年的 9.5%升至 12.4%。OSB 占公司 2018 年调整后 EBITDA 的 61%，其 2017 年的利润率为

38%，2018 年为 35%。今年上半年，墙板业务的毛利率保持在 25%，对公司净利润的贡献为 29%；规模较

小的南美业务毛利率为 25%，人造板业务的利润则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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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