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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彼勒 (CAT US; 153.97 美元; 目标价: 200.00 美元) 
全球经销商销售额连续第 11 个月上升    
2018 年 1 月份，卡特彼勒的全球经销商机器销售额 (包含建筑和采矿需求) 大幅上涨 34%。它不单保持了 12

月份的增长势头，也是自 2012 年 2 月以来最大的同比增长，较 2015-16 年间每月销售额以双位数速度下滑的

表现大幅改善。随着所有地区都录得增长，建筑设备上涨了 30%，当中北美地区上涨了 22%。经过 3 年半的

下滑后，采矿设备销售额自去年 6 月回复增长势头，1 月份增长了 49%。即使基数较高，北美地区业务在 12

月份增长 23%后于 1 月续增 38%。虽然我们预期增长速度会放慢，但销售收入应可保持正增长。北美和中国

是最大的建筑设备市场，各占全球的 20-25%；而卡特彼勒，小松 (Komatsu)，沃尔沃 (Volvo)，日立 (Hitachi) 

和约翰迪尔 (DE US) 为全球建筑设备销售收入最高的公司。 

 

其他摘要 
 
新浪微博 (WB US; 129.66 美元; 目标价: 155.00 美元) — 投资于长期增长    
新浪微博的收入指引优于预期，但 2018 年的利润率将保持平稳。微博去年四季度收入强劲，同比增长 77%，

比预期高出 3%。不过，由于销售和营销费用提高，导致利润率增长放缓。新浪 (SINA US) 的 2018 年业绩指

引意味着微博的收入将同比增长 55%-68%，但微博将显著增加其渠道营销支出，使其 2018 年非美国通用会

计准则的利润率仅为“相似或略好于 2017 年”。我们调高预测，提高目标价从 146 美元到 155 美元。微博仍

然是我们 2018 年首选股票之一，维持正面评级。 

 

唯品会 (VIPS US; 17.49 美元; 目标价: 23.00 美元) 
四季度收入和利润率超预期；一季度收入指引强劲    
唯品会的 2017 年四季度业绩优于预期，收入同比增长 27%，超过指引及我们的预测 1-3%。在旺季期间，积

极的促销活动带动每用户平均收入的强劲增长，足以抵消疲软的客流量增长；交付开支下跌使利润率带来惊

喜。公司目标是把额外的盈利再投资，以推动收入增长，因此 2018 年一季度的指引也比预期强劲，为同比增

长 20-25%。我们将 2019-20 年的盈利预测调高 2-3%，目标价从 20 美元提高到 23 美元，维持正面评级。 

 

美国医疗保健 — 桑德斯的 32 万亿美元医疗保险计划把医院及保险公司迫退    
虽然国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提出单一付款人的“全民医疗保险”法案在短期内没有机会通过，但对于医院和健

康保险公司来说这将是一场灾难性的动议。而桑德斯这样做在政治上具有重要意义，以争取民主党 2020 年党

内总统提名。如果桑德斯的建议被采用，医保公司在国内的大部分商机将会流失。桑德斯建议取消雇主提供的

保险，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其覆盖 1.55 亿美国人，并废除可支付医疗法案 (ACA)。桑德斯的计划将提供比联

邦医疗照顾保险优惠更多的福利范围，并具有更高的精算保险价值，但他的议案中并没有提及这 10 年期 32 万

亿美元的资金来源。在桑德斯计划中，对私营保险公司如联合健康 (UNH US)，Anthem (ANTM US)，安泰保

险 (AET US)，莫利纳医疗 (MOH US)，休曼纳 (HUM US)，康西哥 (CNC US) 和信诺 (CI US) 来说唯一商机

是一小组别有选择性及尚未涵盖已经全面的单一付款人系统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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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