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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得宝 (HD US; 193.10 美元; 目标价: 230.00 美元) 

盈利前景：二季度盈利反弹，但下半年同比基础更高    

距离去年的飓风袭击已过了整整一年，家得宝今年下半年业绩增长将面临较高的同比较基础 (2017 年下半年收

入超过 6 亿美元)，同时持续的战略投资将给销售和利润带来压力。二季度同店销售额增长 8%，抵消了上一季

与气候相关的销售损失。增长主要受到木材和建筑材料等主要专业类别的驱动，其中涂料销售为五年来最好的

一季。高价商品仍然强劲，增长 10.6%，以豪华乙烯基板材地板、家电和专业类别最为突出。营业利润率下滑

21 个基点，而会计准则的变化导致毛利率上升 37 个基点。考虑到对公司有利的宏观经济环境，Lowe 的同店

销售也有望按季上升，市场预期为增长 5.5%。 

 

其他摘要 
 

奥多比 (ADBE US; 256.05 美元; 目标价: 280.00 美元) 

内容领先将推动稳步增长    

奥多比应能够在未来两三年内将内生销售增速稳定在高双位数的水平，远超大多数同行。公司在创意和文档软

件领域是无可争议的领导者，在数字营销、分析和广告领域也占强势地位，因此增速高于行业。近期收购的

Magento 令公司扩大了在数字商务领域的影响力，未来将进一步巩固市场地位。奥多比也是第一家成功将其大

部分产品转移到订阅的大型软件公司。 

  

麦当劳 (MCD US; 160.60 美元; 目标价: 205.00 美元) 

全球人流量上升有助麦当劳的逆转    

随着麦当劳积极扩展其美国和海外快餐店市场的份额，管理层的目标是在 2018 年连续第二年以新的价值餐

单、技术、折扣、进一步简化的操作、交付和更改餐单来提升客流量。公司完成了对 4,000 家店铺专营权的重

新安排，并计划在美国等成熟市场通过转让店铺，重新安排 95%的店铺的专营权 (高于四季度 85%的目标)。

自 2015 年一季度 Steve Easterbrook 成为首席执行官并成功令公司逆转后，麦当劳目前正处于扩张模式。 

 

英伟达 (NVDA US; 261.43 美元; 目标价: 320.00 美元) 

基于 Turing 的新产品将于第四季度推出    

英伟达推出了基于 Turing 的新产品，包括先进的光线跟踪技术及专门服务于专业图像工作站的更先进的图像

内存，这将进一步巩固公司在图像领域的领导地位。新产品计划于四季度上市。新的游戏图形处理器产品可能

会在下周公布。英伟达正在成为一家拥有图像处理器、计算和深度学习专业知识的平台提供商。它与专家、系

统制造商和合作伙伴合作，为高性能计算系统和多个云供应商构建个人电脑游戏和人工智能生态系统。公司在

所有细分市场的销售增长仍高于同行，但加密货币、数据中心和游戏的短期存在风险。在所有关键领域的大型

可寻址市场，公司都有增长潜力，但加密货币提高了近期销售的波动性，而汽车产品的趋势可能是长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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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