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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音 (BA US; 245.23 美元; 目标价: 275.00 美元)  
生产 787 和 737  提升利润及现金流    
波音公司确定，从 2020 年起每月生产 14 架 787 飞机，这将提高投资者对该股的兴趣，因为不论窄体或宽体

飞机，产量上升将推高利润、毛利率和现金流。相比其他工业，飞机制造业的估值已经很高，因为未来生产可

显著提升盈利增长。公司利润和利润率增长的风险在 777 飞机，因为它与 新款式略有不同，而且订单主要来

自正在走弱的中东航空公司。波音的军用飞机业务虽然年头已久，但其生产能力和价格合理，应继续受惠于国

防开支的增长。虽然 F-18 不是完全隐形，但可替代部分航母使用的 F-35；新的空中加油机 KC-46 成本超支，

但很可能取代正在老化的 457。 

  

其他摘要 
 
联邦快递 (FDX US; 214.52 美元; 目标价: 245.00 美元)  
一季度业绩预览：网络攻击和飓风或拖累盈利    
TNT 遭受网络攻击和 近的美国飓风之后，联邦快递可能会降低其 2018 财年的每股盈利指引。TNT 的整合节

奏在网络攻击后可能有所放缓，可能令公司不能在原定的时间框架之内 (即 2017-20 年) 实现快递业务 EBIT 达

1.2-1.5 亿美元的目标。一季度毛利率将受到计划外加班费的影响，收入将因客户转向竞争对手而下降。飓风

带来的破坏也将对 2018 年的地面利润产生压力。根据 ATA 数据，联邦快递 6-7 月份零担货运的单位运量和总

运量同比仅升 1%，低于 Old Dominion、Saia 及 YRC 的区域业务增长。在 ISM 制造指数强大的背景下，零担

货运的需求正在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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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