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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 (AAPL US; 210.36 美元; 目标价: 260.00 美元) 
新的服务系列未能立即提供刺激    
苹果在今年 3 月 25 日的大型活动上发布了新服务的预告，但我们对公司不增加投资以改变增长路径的做法感

到不解。昨天，公司推出了新的流媒体服务、重新设计的苹果 TV、新信用卡、以及苹果 News 的付费版本。

新的“电视+”流媒体服务是重头戏，因为它将为服务部门的增长添加动力，并扩大了苹果基于订阅的产品组

合。彭博预计该项服务将于 11 月份推出，初步定价为每月 9.99 美元，专注于开发在线订阅视频市场。根据

MPAA 的主题报告，2018 该市场规模约为 400 亿美元。虽然苹果是这个市场的新进入者，但它应可利用其已

安装的 9 亿部 iPhone 和超过 14 亿台的活跃设备，并有望从约 6000 万个苹果 Music 用户中争取到新的订阅客

户。公司目标是推动服务部门的增长，以实现到 2020 财年每年销售额达 500 亿美元的目标。增加“电视+”
等服务将对此提供支持。 

其他摘要 

阿卡迈 (AKAM US; 86.65 美元; 目标价: 100.00 美元) 
竞争可能限制企业保安业务的扩展    
阿卡迈的保安部门仍然是亮点，但在分布式拒绝服务安全领域 (与公司的核心内容交付网络业务相似)，阿卡迈

可能面临更多竞争。我们认为公司扩展企业安全业务规模的步伐可能比较缓慢，因为也许需要增加销售人员，

以便更好地与 Palo Alto 网络、Fortinet 和 Zscaler 等同行竞争。虽然阿卡迈扩大了安全产品组合 (目前涵盖

API 网关、机器人管理器、DDoS 和 DNS 保护等)，但我们预计公司将面对来自 Palo Alto 网络、Fortinet 及
Zscaler 等同行在企业采用方面的激烈竞争。Cloudflare 等小型云计算公司对阿卡迈构成巨大定价压力，可能

会令安全部门的增速从去年的 35%降至 20%左右，而公司将通过 JanRain 等近期收购来对冲这一影响。保安

占阿卡迈总销售额 30%左右，年度运行率约为 8 亿美元。 
 
家得宝 (HD US; 217.09 美元; 目标价: 250.00 美元) 
盈利前景：木材分散了对公司基本面的关注    
家得宝决定修订其全年同店销售增长指引，从 5%下调至 4%，这反映了对木材降价的预期，我们认为木材价

格今年下半年将下跌。虽然二季度木材对家得宝业绩的影响环比更为显著，令净利润下跌了 110 个基点，但公

司成功地利用了客流量的趋势，7 月份美国同店销售增长达到了 4.7%的顶峰。对专业客户的销售优于 DIY (自
己组装) 部门，印证了公司策略背后的实力以及维修改造市场的力量。二季度，家电、工具、家居装饰、油漆

和管道的同店销售增速快于 3%的指引。对费用的有效管理和生产力挽救了毛利率和营业利润率，两者的收缩

幅度仅为 20 个基点。受益于其领先的市场份额、在维修改造行业的收入 (因该方面支出必不可少)、良好的管

理和尚未开发的房地产价值，家得宝在宏观经济放缓的环境下尽显其防御性。尽管有投资指出，但由于公司的

相连零售商战略、客户服务、产品权威和资本纪律仍继续驱动增长，家得宝仍有可能超过其到 2020 年销售额

达到 1150 亿至 1200 亿美元、营业利润率达到 15%的三年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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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