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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玛 (WMT US; 96.97 美元; 目标价: 125.00 美元) 
四财季业绩预览：假日强劲表现有助提升动力    
由于假日季节很可能表现强劲，沃尔玛 2019 财年四季度业绩 (截至 1 月) 将有望保持稳定，运营改善和有效的

商品推销推动商店流量和更高的在线支出。玩具等类别的激烈竞争压低零售价格，因此促销次数和规模都很

高。即使 2018 财年业绩强劲，公司预计 2019 财年将实现同店销售收入高于全年预测至少 3%。即是沃尔玛正

在改善支出纪律，由于成本上升以及电子商务销售增长带来的混合效应 (包括在线杂货业务的强劲增长)，四财

季的毛利率可能会收缩 73 个基点。四财季也将是包括 Flipkart 交易在内的第一个完整季度，这将对盈利产生

稀释作用。沃尔玛对数字化的投资及其强大的核心业务使公司处于独特地位，可受益于全球电子商务增长。对

中国和印度的公司股权投资让沃尔玛业务覆盖到世界上一些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但公司需要在其业务中利用

Flipkart 的能力以证明这笔 160 亿美元的交易是否合理。 

 

其他摘要 
 

高知特 (CTSH US; 73.45 美元; 目标价: 95.00 美元) — 客户支出回落抑制增长    
高知特将其部分利润投资于公司以开发下一代产品的理念应该支持稳定的中高个位数销售增长，尽管客户特定

的支出削减为销售带来压力。公司有望在今年实现盈利能力的显著改善，并且可能会在 2019 年通过进行若干

战略变革的计划，以实现 22%的调整后经营利润率，较 2018 年的 18.1%有所提高。但如果支出削减持续，尤

其是金融服务客户，这可能仍会略微抵消变革计划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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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