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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得宝 (HD US; 179.00 美元; 目标价: 225.00 美元) 

盈利前景：上调预测反映继续增长    
家得宝的强劲表现仍是四季度的优势，因去年飓风令销售额大幅上升 3.8 亿美元，造成艰难的同比基数。预计

今年较弱的四季度销售将压抑利润，而利润率已受到战略投资的影响。由于市场活动和主要专业类别 (包括电

动工具) 的实力，公司三季度同店销售额增长 4.8%。在豪华乙烯基板材地板和家电的带动下，高价商品的销售

持续强劲，升幅达 9.1%。会计准则的变化使毛利率扩张 23 个基点，抵消了较高的供应链和运输成本。虽然家

得宝和 Lowe 这两个零售商竞争对手之间的收入差距将继续存在，但预计后者也录得了前景的同店销售。

Lowe 新的管理层和周转策略有望改善公司流程和绩效。 
  

其他摘要 

迪斯尼 (DIS US; 116.85 美元; 目标价: 140.00 美元) 

电影和乐园抵消 BAMTech 及体育成本上升的影响    

持续攀升的体育节目成本拖累了迪士尼的利润，广告和联盟费用的温和上涨则如雪上加霜。BAMTech 和 Hulu
的投资对公司 2018 财年盈利也形成压制，并将继续影响迪士尼 Plus 所需的新投资。乐园一直是亮点，2019
年的强势应推动电影部门的增长，尽管第一财季的同比基础较为艰难。Media Networks (含 ESPN) 在迪士尼

收入中的占比超过 40%，主题公园约占 30%，其余为电影和消费产品。公司利润的 45%来自 Media 
Networks，25%来自乐园，其余来自电影和消费产品。直接面向消费者的成本将影响利润率，预计将削减

2019 财年一季度利润约 1 亿美元。  
  

惠普 (HPQ US; 23.95 美元; 目标价: 28.00 美元) 

四季度前瞻：每股盈利上升    

惠普在最近的分析师日发布了 2018 财年每股盈利 2.02 美元的指引，并预期 2019 财年将升至 2.17 美元。我

们认为还有上行空间，除非美中贸易纠纷引发重大的经济放缓。短期内，个人电脑的健康趋势应继续推动销售

和更强劲的打印机业务，特别是在 A3、A4 和图形领域，有助于提高利润率和每股盈利。我们预计，营销行政

费适度下降和较少的股票数量可使 2019 财年每股盈利上升 10%。管理层在分析师日对 2018 和 2019 财年的

指引意味着今年四季度每股盈利近 54 美分。2019 财年每股盈利 2.17 美元比 2018 年的高出 8%。 
  

森泰食品 (TSN US; 58.17 美元; 目标价: 70.00 美元) 

盈利前景：肉类食品面临挑战，预计每股盈利下降    

泰森食品预计 2019 财年调整后的每股盈利为 5.75-6.10 美元，同比下降 1-7%，且并不包括 Keystone Foods
的影响。由于牛肉供应充足，预制食品的销售组合利润更高，公司有望在鸡肉定价艰难、猪肉的经营环境具挑

战性的情况下录得盈利增长。削减及管理成本，尤其是鸡肉部门的运费，将成为利润扩张的关键。对

Keystone Foods 的收购计划于上半年完成，应该会对 2021 年调整后的每股盈利有额外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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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