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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彼勒 (CAT US; 128.93 美元; 目标价：160.00 美元) 
主要市场受累于中国的疲弱走势    
虽然卡特彼勒在其主要的采矿和建筑市场的复苏使过去两年实现了双位数的收入增长，但预期在 2019 年应该

会以相当慢的速度增长。中国市场的疲软可能会对建筑设备产生负面影响。于 2018 年，公司的设备和售后服

务销售均保持健康增长。结构性成本削减、销量和价格改善正在产生有利的经营杠杆，所有三个部门都达到或

超过长期毛利率目标。凭借强大的自由现金流量，管理层增加了增长投资，以扩大产品和服务，并寻求并购机

会以强化公司长远前景。 

 

其他摘要 
 

墨式烧烤 (CMG US; 603.36 美元; 目标价：650.00 美元) — 网上销售及营运改善促进销售增长    
墨式烧烤希望以网上订购、新的忠诚度计划以及改进的营运和营销，在 2019 年维持强劲的销售势头。它计划

花费 9,000 万美元于旗下店铺增加第二条生产线和自取货架，并投资 1.20 亿至 1.35 亿美元增加 140-155 间包

括 “Chipotlane” 自取窗口的新铺。墨式烧烤 2018 年同店销售增长 4%，这主要得益于改进的营运和强大的网

上订购平台，这可能会推动 2019 年中单位数盈利增长。数字销售占总销售额的 13%，并通过外送、自取窗口

及与 Doordash 合作以其增长。墨式烧烤的销售增长和门店关闭使 2018 年餐厅利润率扩阔 180 个基点至

18.7%，平均店铺收入 (AUV) 达到 200 万美元。管理层表示，公司可以以 220 万美元的 AUV 达到 22%的餐厅

利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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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