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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彼勒 (CAT US; 135.10 美元; 目标价: 180.00 美元) 
全球经销商销售额继续增长    
卡特彼勒 9 月份全球经销商销售额增长 21%，增速近一年来保持在 20%以上，建筑和采矿设备是领头羊。公

司实力广泛，所有细分市场和地区都在扩展，虽然速度有所放缓。建筑设备销售增长 16%，采矿业增长

47%。9 月份卡特彼勒全球经销商机器销售量 (建筑及采矿设备需求测量计) 出现回升，同比增长 21%。全球

建筑设备需求增长放慢至 16%，是继去年同期 15%之后最小的增幅。亚洲建筑销售增长则放缓至 11%，相比

去年同期的强劲数据。欧洲销售继续减速，仅升 3%，去年温和增长 4%。北美以 26%的涨幅领先。矿业销售

增长经过三年半的下滑后在 2017 年 6 月转负为正，今年 9 月增速为 47%，并在所有地区均录得稳定的双位数

增长。采矿业整体 2015-16 年期间跌幅曾达双位数，其后在 2017 年春季复苏。 

 

其他摘要 

万事达卡 (MA US; 208.24 美元; 目标价: 240.00 美元) 
跨境增长或放缓; 规模收益再投资    
万事达卡 2019 年净收入增速可能会慢于 2018 年的 10-20%，但短期应受益于强劲的全球消费支出以及转向电

子支付的长期趋势。随着商业变得更加全球化，高利润的跨境销售激增，但美元和贸易限制的加强可能是

2019 年的逆风。印度是充满希望的新兴市场，但当地的数据存储规则和政府对国内网络的偏好可能阻碍增

长。万事达卡近年规模扩展所产生的收益已用于促进增长，包括各种数字支付服务，这令运营利润率保持在

55-60%的水平。公司今年毛利率最低目标是 50%，为再投资留下极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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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