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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泰食品 (TSN US; 60.12 美元; 目标价: 70.00 美元) 
肉类市场供过于求拖累业绩    
由于一季度业绩乎合预期，森泰食品重申其 2019 财年 (截至 9 月)  调整后每股盈利 5.75 至 6.10 美元的预测 

(同比下降 1-7%)。受到市场供过于求的影响，公司的鸡肉和猪肉部门的营业利润大幅下降，抵销了牛肉业务

增长 19%和预制食品业务持平的表现。收购的贡献包括 Keystone Foods (去年 11 月完成) 将支持公司 2019

年的销售。森泰食品专注于突出其品牌，包装肉类食品，作为提高利润率和减少肉类加工商典型收益波动的手

段。公司在加工肉类方面的业务范围广泛，有助于其抵御因市场供应增加、国内需求疲软和成本上升等困扰猪

肉和鸡肉加工商所面临具挑战性的运营环境。一季度收购 Keystone Foods 及二季度已宣布的国际性收购将有

助于 2019 财年适度的销售增长。 

 

其他摘要 
 

通用汽车 (GM US; 38.65 美元; 目标价: 55.00 美元) — 卡车策略带来盈利持久性    
通用汽车对国内市场的关注度越来越高，随着需求依然趋于稳定，生产更多卡车、减产汽车的策略正在创造收

入和利润的可持续性增长。公司必须加快降低成本的步伐，以使四季度和全年停产的汽车铭牌下降 20%。中

国和美国的潜在需求担忧，加上贸易战困扰持续，使通用汽车在收入和成本方面产生最强大的阻力。及早退出

几个烧钱市场及对高利润率的卡车和运动型多用途车 (SUV) 的投入，使公司在外部因素不利的期间提供了一

些缓冲，并为 2019 年的盈利增长奠定了基础。 

 

百胜饮食 (YUM US; 94.61 美元; 目标价: 110.00 美元) — 必胜客转型令百胜承压    
百胜饮食专注于增长动力的执行以实现销售和盈利扩张。其中包括利用其规模来提高效率、新店开发、加速提

供塔可钟 (Taco Bell) 和肯德基品牌的送餐服务，并保持产品创新以支持公司的强价值主张。必胜客的表现正

在逐步改善，但变革的速度受到将资产基础从大型餐饮单位转移到送餐和外卖店的需要所阻碍。去年四季度末

完成 Telepizza 的收购，预计对公司 2019 年的盈利能力为中性，但长期将实现增值。百胜预计 2019 年将实现

低双位数的核心营业利润增长。 

 
墨式烧烤 (CMG US; 585.78 美元; 目标价: 650.00 美元) — 数字化及营销活动推动销售    

墨式烧烤 2019 年中单位数销售增长将受到数字平台、送餐服务、运营、媒体信息及新忠诚度计划等改进所推

动。数字订单去年四季度同比大增 66%，占销售额的 12.9%，公司的移动应用程序下载量增长 72%。公司目

前在 1,000 多家商店拥有数字化生产线，并将于 2019 年底前推广到所有餐厅。送餐时间是业内最快的，管理

层表示第三方交付客户和移动应用客户之间几乎没有重叠。公司的忠诚度试点计划令人鼓舞，该计划于 2019

年全国推出，并正在测试数字线上订单或 “Chipotla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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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