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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巴克 (SBUX US; 96.49 美元; 目标价: 115.00 美元) 
卓越的科技和“太阳带”的增长推动份额扩张    
超越同行的消费科技、忠诚度计划、递送服务扩展推动星巴克同店销售增长 3%-4%，我们预计其市场份额将

进一步扩大。公司在“太阳带” (美国南部地区) 和其他渗透率较低的市场的发展令其门店总数在 2020 财年净

增 4%。在全美推出氮气冷萃咖啡 (Nitro Cold Brew) 也应有助于增长。我们认为星巴克面向客户的科技远超同

行，因此拥有强大的竞争优势，而在线销售的扩大将继续提高同店销售和收入。管理层预计第二财季推出的奖

励会员收购、移动订单/支付的采用、以及新的多层奖励计划将带动同店销售额每年提高 1-2 个百分点。年初至

今，美国市场表现持续强劲，第三财季高消费奖励成员的数量增加了 14％，达到 1720 万，贡献美国收入

42％。移动订单/支付的采用以及个性化营销推动同店销售额上升了 2 个百分点。现在星巴克美国店铺中的

25％提供送餐服务，应利好 2020 年销售。管理层计划在下一财年初与 Uber Eats 合作在全美推出送餐服务。  

其他摘要 

美国电信 ― 资本开支：AT&T 和 Verizon 增加，Sprint 和 T-Mobile 减少    
美国电话电报 (AT&T) 及威讯 (Verizon) 将加快 5G 部署的步伐，以实现其 2020 年覆盖全美的目标，因此这两

家公司 2019 年资本支出将高于去年，二季度支出也将环比上升。而 T-Mobile 下半年可能减少资本支出，因为

它已经推出了部分 600-MHz 频谱；Sprint 的支出稳定，今年资本开支的增长在去年较高的基础上应有所放

缓。AT&T 正在努力，目标是 2020 年上半年在全美国提供 5G，为长期收入增长铺路，但这意味着下半年需要

增加资本开支，为新的网络奠定基础。据我们的情景分析，AT&T 今年下半年资本支出可能上升 13.5％，尽管

全年支出仍应低于其 230 亿美元的目标。上半年 AT&T 已完成了 FirstNet 网络扩建的 60％，表明随着时间推

移，此项投资将减少。除了 FirstNet 的报销和利息支付，AT&T 上半年资本支出增加了 10.4％，部分得益于有

利的供应商融资条款。公司计划下半年大幅扩展其 5G 足迹，资本支出 (不包括 FirstNet 和利息) 将随之攀升。

截至今年 6 月，AT&T 仅在 20 个城市部署了 5G，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阿卡迈 (AKAM US; 88.72 美元; 目标价: 100.00 美元)  
超级视频、游戏流量驱动阿卡迈未来增长    
阿卡迈在媒体及网络领域的增长未来主要受机顶盒 (OTT) 视频、体育赛事和在线游戏流量上升的推动。虽然

最大的互联网客户数量减少仍是逆风，但管理层正在使用灵活的定价和捆绑来提高全球采用率。内容交付网络 
(CDN) 业务方面，公司的销售增长前景仍主要依靠数据流量的增长，我们认为 OTT 视频服务和游戏有巨大的

发展潜力。虽然来自超大规模和已建立自己 CDN 产品的互联网提供商的竞争将继续增加，但阿卡迈仍有可能

从全球数据流量增长中获益。媒体及网络部门在全球的收益增长正在加速，自助式 CDN 产品在该领域的竞争

比较温和。 
 
高知特科技 (CTSH US; 61.20 美元; 目标价: 90.00 美元)  
数字产品不足以推动增长及利润率    
管理层的变化、执行问题以及客户支出放缓对高知特科技的前景构成压力，预计公司 2019 年增长将受影响，

而前几年公司的扩张速度一直快于同行。高知特科技的收入约一半来自外包，对外包的依赖可能会继续向新兴

技术加速转移的威胁，阻碍近期的增长。数字销售占公司总收入约 35％，并以 20%的速度稳定增长，但这仍

不足以抵消整体增速下降。预计 2019 年经调整的经营利润率为 17％，即同比下跌 100 个基点，因为销售前

景黯淡和过去员工人数的增加会削弱盈利能力。投资和收购或许是加快转型的必要条件，尽管这会耗费早前获

得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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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