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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法罗鸡翅 (BWLD US; 145.35 美元; 目标价: 165.00 美元)  
估值吸引私募基金    
布法罗鸡翅当前估值为 9 倍的 EV / EBITDA，低于其 10.5 倍的历史平均水平，而且公司有可能藉重新分配专

营权而大幅提高利润率，这吸引了私募基金 Roark Capital 出价高达每股 150 美元收购。自 2015 年一季度以

来，布法罗鸡翅的销售下跌，导致股价走弱，激进投资者 Marcato Capital 进入。管理层被迫筹集债务，向股

东返还现金，并加速重新分配专营权 (占公司自有门店的 50%)。按公司计划，2018 年之前将重新分配 13%的

门店的专营权。今年 1 月，管理层宣布年底前杠杆比率将提高至 1.5 倍，并使用借贷所得进行股票回购。 

Marcato 要求的净负债与 EBITDA 之比为 2-3 倍。 

  

其他摘要 
 
家得宝 (HD US; 168.06 美元; 目标价: 185.00 美元) — 盈利展望：风暴、大码货品驱动增长    
家得宝年底的销售势头有望持续到明年一季度，继家电和专业类别大银码货品推动销售额大幅增长 12.1%之

后，三季度公司录得 7.9%的同店销售增速。飓风相关的销售额为 2.82 亿美元，毛利率偏低。专业部门 (Pro) 

的增长快于自己动手部门 (DIY)。尽管风暴给家得宝带来的损失价值达 5100 万美元，但公司运营利润率扩大

了 36 个基点，良好的执行推动投资回报率上升 340 个基点至 32.5%，明显高于零售业同业。Lowe 的销售也

可能受益于类似的宏观和风暴相关的顺风。考虑到 Rona 的促销环境和负毛利率的影响，客流量不足是 Lowe

的问题之一。 

   
沃尔玛 (WMT US; 91.09 美元; 目标价: 100.00 美元) — 盈利预测：开学季节推动销售回升    
沃尔玛在开学季节保持了其相对 Target 和亚马逊的价格优势，应可支持三季度客流量。店铺运营的改善、更

好的库存供应和联营参与、质量更高的生鲜产品等均有助推动人流和消费。随着市场扩张，加上超过 35 美元

订单的免费送货和店铺取货的额外折扣，估计三季度公司的网上销售有所增长。为保持低价，毛利率可能缩

窄。从三季度起，沃尔玛开始计入其收购的 Jet.com，并反映约一个月的同店销售业绩。该收购有助于沃尔玛

建立其近期电商战略基础，包括收购其他网上零售商和市场份额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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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