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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通 (QCOM US; 63.99 美元; 目标价: 80.00 美元) 
以 127.50 美元收购恩智浦可提升盈利    
与苹果 (AAPL US) 的诉讼和全球政府的监管行动使高通的业务蒙上阴影，但博通 (AVGO US) 的敌意收购为

高通提供另一个选项。在诉讼风险和手机制造商使用自己研发的芯片将影响授权收入和芯片销售的同时，高通

将对恩智浦 (NXPI US) 的收购价从每股 110 美元上调至 127.5 美元，以安抚股东同意交易，以将公司业务扩

大到汽车芯片。尽管预期中国手机市场于本年二季度疲软，但高通预测 2019 财年 (截至 9 月) 每股盈利至少为

5.25 美元，高于市场预期的 3.73 美元，较进取的预测则为每股 7.13 美元。博通为高通提出的最佳及最终收购

价 82 美元再次遭到拒绝，并将于 3 月 6 日进行股东投票。 

  

其他摘要 
 
家得宝 (HD US; 186.71 美元; 目标价: 220.00 美元) — 风暴后重建，昂贵商品销售推动业绩    
家得宝 2018 财年四季度 (截至 1 月) 的同店销售增长势头可能持续到 2019 财年一季度；因专业类别和家电的

推动，四财季昂贵商品销售增长 9.8%，同店销售额同比增长 7.5%，高于预期 110 个基点。来自与飓风有关

的 3.8 亿美元销售额毛利率较低，而专业类别的增长继续高于家居 DIY 产品。尽管承受飓风相关 6,600 万美元

的损失，经营利润率仍上涨了 17 个基点。有效的资本配置导致资本回报率上涨 280 个基点至 34.2%，明显高

于同业。家得宝预计 2018 财年销售额增长 6.5%，当中同店销售增长 5%。考虑到有利家得宝的宏观经济环

境，劳氏 (LOW US) 的同店销售也预期有所改善。跟据美国第一资讯集团的数据显示，家得宝 11 至 1 月建筑

材料销售月均增长达 5.3%。 

 

脸书 (FB US; 176.01 美元; 目标价: 230.00 美元) 
Instagram 推升销售使盈利超预期，唯担心用户流失    
尽管市场担心脸书利润增长放缓以及其社交网络参与度下降，但 Instagram 势头强劲，其广告和视频收费上调

应该会促进 2018 年脸书的销售。计划增加投资以缓解虚假新闻和进行改革以解决用户参与度下降的问题应该

能够促进长期增长，因这可以提高消费者对其社交平台的信心。由于虚假新闻和攻击性内容上升导致信息保安

员工数量增加到 20,000 人，但我们预期这未必会进一步使脸书的毛利率指引受压。由于脸书过往在其费用指

引方面都非常进取，公司预计今年运营费用增长 45-60%可能已反映了这些变化。 

 

米高梅集团 (MGM US; 34.71 美元; 目标价: 40.00 美元) 
路凼及拉斯维加斯的势头应在下半年加速    
虽然 10 月份拉斯维加斯的枪击事件导致去年四季度至本年一季度渡假游客的预订取消，但现时房间促销活动

已减少，而 2018 年会议室的需求亦回复到去年的高峰。美狮美高梅于 2 月 13 日开业，随着赌场中介的到来

和大厦套房在本年三季度开放，收入应该会加速；这将缓和一季度拉斯维加斯的挑战，因 3 月份该区将举行参

加人数众多的美国工程机械博览会。在一季度之后，拉斯维加斯的需求应该会加速，二至三季度的每间可用房

间收入会以中单位数增长；年底完成的蒙特卡洛酒店应可使每间可用房间收入以双位数增长。美高梅中国的贵

宾赌注 (在美狮美高梅开幕前) 四季度上涨 23%，而金沙中国 (不包括巴黎人) 上涨 1%，永利澳门 (不包括永利

皇宫) 则上升 45%。米高梅中国的赌桌和老虎机收入增长 21%，金沙中国增长 27%，永利澳门增长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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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