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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 (CSCO US; 50.61 美元; 目标价: 65.00 美元) 
宏观经济转弱  动力减少    
思科更新局域网转换，但不足以克服企业信息技术支出恶化的问题，有可能令公司 2020 财年的核心销售势头

放缓至低单位数，相比 2019 财年的 6%。继一季度销售指引不及预期之后，思科四季度企业订单同比增速大

幅跌至负 2%，相比前六个季度的同比增长 11%，其规模及速度显示企业信息技术支出环境发生了重大转变。

思科 2020 年销售将面临严峻的比较基础，需求不确定性持续增加，将阻碍增长。服务提供商的订单也在恶

化，然而思科并非唯一受影响的公司，此类支出何时改善也难预料。预计企业支出下降将令思科 2020 年增长

放缓。公司的业务模式确实正在向更健康的软件和经常性销售方式转变，但在宏观经济疲弱的大环境下，其全

球信息技术业务无法独善其身。公司的目标是凭借保安、协作和网络管理产品，在 2020 年之前令软件和服务

销售的收入占比达到 50%。 

其他摘要 

前进保险 (PGR US; 75.58 美元; 目标价: 85.00 美元) 
盈利前景：增长放缓，但利润率强劲    
前进保险 7 月份业绩显示保费和保单增长恶化，定价压力可能是背后原因，但 2019 年利润率和收入增长应好

于同业。7 月份基本亏损率为 68.7%，相比去年同期有所改善，但差于 2918 年同期。7 月的基本综合成本率

为 88.9%，比同业二季度数据低 5 个百分点。7 月份，汽车保费增长如期继续放缓，去年以来个人汽车险的行

业竞争压低了价格；商业保费增长明显放慢，但可能是由于月度变化和比较基础艰难；住房保险中的灾难险增

长 0.7 点。公司 7 月份投资收入强劲，但由于新货币收益率受压，明年可能开始走弱。2018 年或许是公司保

费增长的顶峰，但目前仍处于较高水平。尽管公司业务规模巨大，但我们相信未来仍可在拥有多项保险的家庭

等目标客户群中扩大市场份额。鉴于其出色的汽车保险盈利能力，公司有可能以利润换取份额。长期而言，抵

消汽车险增速放缓的方法可能包括进入住宅及小型公司保险领域，但这尚待观察。前进保险在技术和直销方面

领先同行，我们认为这是其个人专线长期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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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