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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 (BIDU US; 235.89 美元; 目标价：305.00 美元)    
动态消息动力增加    
百度去年四季度业绩和本年一季度指引均超预期。 2017 年四季度收入同比增长 29%，高于预期 2%，调整后

的息税前利润翻倍 (比预期高出 26%)，其中动态消息是关键的增长动力。 随着内生增长加强，毛利率扩张继

续带来惊喜。百度本年一季度总收入指引为 210.5-222.3 亿人民币，同比增长 25-32%，略高于市场预期的

214 亿人民币。 预期动态消息和爱奇艺将继续推动增长，百度同时也通过技术升级来推动货币化；另外，爱奇

艺的首次公开募股也可能成为百度股价的催化剂。 我们更新预测，目标价维持在 305 美元，仍建议关注。 

 

其他摘要 
 
墨式烧烤 (CMG US; 289.91 美元; 目标价: 400.00 美元) — 下调餐厅的毛利率预测    
由于去年三季度诺如病毒爆发带来负面影响，加上更高的维修和人工成本，墨式烧烤的管理层将平均单位销售

额为 200 万美元级别的餐馆毛利率预测从 20%下调至约 18%，这将进一步推迟利润复苏。旗下 1,000 家商店

于 1 月提价、店铺升级和忠诚度计划等举措将有助于 2018 年同店销售温和增长。去年四季度业绩比较参差，

同店销售增长比预期高 20 个基点，但收入和息税前利润的下降则不及预期。管理层低单位数增长的同店销售

指引符合 3.2%的市场共识。公司对本年一季度增长预测为 2.5-3.5%，高于市场预期的 0.9%增长。 

 

美国原油 — 原油库存将被推高 
虽然原油库存更趋正面 (俄克拉荷马州库欣储油中心的原油库存比去年减少 44%，美国总体库存减少 17%)，

但基本面前景仍将蒙上阴影；因为一季度的季节性因素，库存或将在短期失去平衡。 今年一月液化井的完成

率达 60%，这支持了我们的怀疑，而未完成的钻井积压代表了潜在供应 (自 2017 年以来上涨近 43%)。 能源

价值链上的出口为有助平衡和分别差异的因素。预计截至 2 月 9 日的原油库存将增加 260 万桶，高于前一周的

增加 190 万桶，同比大幅增加 950 万桶，库存比五年正常标准高出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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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