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资咨询服务 

中信证券经纪 (香港) 有限公司 

 

美 国 股 票 今 日 重 点 推 介  
2017 年 11 月 14 日 

泰森食品 (TSN US; 75.59 美元; 目标价: 88 美元)  
品牌焦点有助改善毛利率和回报    
得益于牛肉、猪肉供应充裕，肉类需求旺盛，泰森食品 2017 财年利润强劲，趋势应可延续到 2018 年，而管

理层预期每股盈利增长高达 10%。AdvancePierre 食品的整合、成本削减计划、有针对性的成本协同效应等有

望推动利润增长。出售部分非战略性业务可能会增加短期销售和盈利的波动。品牌预制食品的扩展自 2012 年

起支持公司盈利稳定增长。同时，预期玉米价格 2017 全年持续低迷，有利于泰森食品控制成本，支持其鸡肉

加工业务短期毛利率和增长。 

  

其他摘要 
 
京东 (JD US; 41.34 美元; 目标价: 56 美元) — 谨慎的四季度指引    
京东三季度业绩稳健，收入同比增长 39%，调整后息税前利润为 15 亿元人民币，比预期高 50%。调整后的息

税前利润率回升至 1.8%。国内百货品牌的退出令京东四季度面临逆境。三、四季度服装成交总额同比持平。

公司增加了自家存货的销售以抵消影响，双 11 交易强劲，同比上涨 50%。四季度指引谨慎，预计收入同比增

速放缓至 35%-39%，利润率下滑。不过，鉴于女性客户的快速增加，管理层有信心 2018 年上半年服装成交

总额会重返升轨，全年利润率也将随规模扩展而持续改善。该股估值仍有吸引力。 

 
家得宝 (HD US; 175 美元; 目标价: 185 美元) 
三季度预览：风暴维修和建屋增加推动销售及每股盈利    
由于防御风暴和灾后修复，加上维修和翻新市场的持续强劲，家得宝三季度同店销售增长有望超越 5.6%的市

场预测。驱动力来自地板和家居装饰的销售实力，可能还有大码货品 – 尤其是家电 (J.C. Penney) 和专业产品 

– 销售的正面影响。每股盈利增长将受惠于股票回购和严格的成本控制，这将抵消大码货品销售对毛利率的拖

累。虽然 Lowe 的销售也受益于类似的宏观因素，但公司仍在努力消化收购 Rona 的支出，减少反常气候所造

成的负面影响。三季度，家得宝的地板和装饰录得同店销售增长 13.5%，而木地板零售商 Lumber Liquidators

的增幅仅为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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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