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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程网 (CTRP US; 51.45 美元; 目标价: 61.00 美元)
监管升级，调低收入预测和目标价
携程网二季度业绩良好，收入同比增长 45%，非 GAAP EBIT 利润率达到 18%。管理层指引三季度收入增长
35%-40%，非 GAAP EBIT 利润率 20%。但我们估计四季度监管影响将更为显著，公司收入增速或因此回落
至 35%以下，股价也可能面临压力。我们将 2018/2019 年经调整盈利预期分别下调 15%/7%，目标价从 68 美
元降至 61 美元。携程是总部设在上海的中国大型旅游网站，1999 年创办，员工数达 16000 余人；2003 年 12
月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目前携程已在北京、广州、香港等 16 个城市设立分支机构，在南通设立服务联络中
心，占中国在线旅游市场份额一半以上。

其他摘要
美国电信业 — 通过收购令业务多元化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提出以 1,087 亿美元收购时代华纳，这一举动具有风险但合乎逻辑，因为美国电话电报的核
心无线业务已经商品化，目前亟需拥有内容。对公司而言，媒体是一项新业务，但它会令公司多元化，超越其
传统的电信服务，进入一个更有利可图的相邻业务，去开创新的语音/数据/视频捆绑服务。公司的电信多元化
举措符合电信、有线电视、媒体等相互融合的行业潮流。以半股半现金方式收购时代华纳应提升美国电话电报
2019 年经调整的每股盈利，并提高股息后的全年自由现金流。由于收购所需的大部分现金将来自债务融资，
该交易可能推高公司的财务杠杆。
金宝汤 (CPB US; 46.20 美元; 目标价: 55.00 美元) — 汤类收入下跌，C –Fresh 或成主力
由于包装汤类和其他店铺中心品牌的销售日益艰难，金宝汤的 C-Fresh 部分 (占收入的 12%) 可能将成为推动
公司长期内生销售增长的动力。在胡萝卜销售疲软和饮料回收的背景下，公司 2016-17 财政年度的汤类收入下
降。管理层表示将加强执行、质量和客户服务以提升销售。金宝汤是美国销量第一的汤类品牌 (市场份额达
59%)，2013 年收购 Bolthouse Farms 和 Plum Organics 后，成功进入健康和保健产品领域。汤类占公司投资
组合的 34%，而这一比例将随着 7 月宣布的 7 亿美元收购有机肉汤和植物性饮料制造商 Pacific Foods 而进一
步上升。金宝汤的酱汁 (Pace 和 Prego 等品牌)、烘焙和零食业务 (Goldfish 和 Milano 等品牌) 也相当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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