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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胜饮食 (YUM US; 78.32 美元; 目标价: 95.00 美元) 
新店和送餐服务是继续成长的基础    
百胜饮食有长足的发展空间，旗下的必胜客、肯德基和塔可钟品牌正在加速发展，尤其在海外市场。 送餐服

务扩大了销售潜力。 由于稳定持续地提供热脆的披萨饼、数字平台和顾客忠诚计划的改进，美国的必胜客回

归基本质量标准，逐步产生效应，为公司长达数年的扭亏为盈计划增添了信心，有利于重获市场份额。 在

2018 财年结束之前，98%的百胜店铺将转变为特许经营。作为转型计划的一部分，公司有望实现其长期财务

目标和单位增长目标，即使个别品牌的季度业绩出现偏差。美国的必胜客业务占必胜客总体销售额 46%，随

着客户体验的改善，其销售额开始呈现稳定迹象。 

  

其他摘要 
 
宝洁 (PG US; 80.84 美元; 目标价: 100.00 美元) 
改进是清晰及值得嘉许的，唯规模太大    
宝洁明显改进了多个关键品牌和类别的创新，包括织物洗涤和护理品、女性用品、玉兰油护肤和天然产品。此

外，SK-II 等新品牌在吸引年轻客户群方面脱颖而出。然而，只有约 50%的产品因亚洲的稳健发展而扩大了市

场份额。欧洲和北美的大众市场的竞争依然激烈。更多的创新、媒体和数码技术将有所帮助，虽然不会立竿见

影。预计到 2021 年，公司在生产力方面将节省 100 亿美元，但要将该笔资金有效地用于 10 个类别 65 个主要

品牌并非易事。宝洁是年增长率仅为 2%-3%的大众市场的巨头公司，庞大的规模令其比多数同行面临更大的

挑战。 

  

雅诗兰黛 (EL US; 140.15 美元; 目标价: 160.00 美元) 
优质护肤品、网购、亚洲市场推动增长    
第二财季，雅诗兰黛的中国、电商和旅游零售需求再次脱颖而出，有力地推动公司迈向已被调高的 2018 年销

售增长目标。由于旅游零售、全球在线和亚洲地区的广泛需求，皮肤护理品的复苏步伐以及大部分产品组合的

高需求都继续增长，欧洲几个市场的增长率均达双位数 (不计汇率变化)。奢侈品和大多数中等品牌的需求最为

旺盛，包括雅诗兰黛同名品牌。护肤品增长是盈利的关键。护肤品占公司销售额 39%，占总盈利 57%。强劲

的业绩和美国新“减税与职位法案”即将带来的利好使公司提高了优质护肤品投资。管理层预计 2018 全年销

售额同比增长 10%-11% (不计汇率变化)，调整后每股盈利同比上升 19%-20%。该指引令雅诗兰黛再次领先同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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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