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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尔 (INTC US; 55.48 美元; 目标价: 68.00 美元)  
新 CFO 强化管治团队    
英特尔正式任命 George Davis 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强化了公司的管治团队。Davis 原任职的高通 (QCOM US)
是英特尔在 5G 调制解调器和数据中心 CPU 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这一任命对高通无疑是个打击。英特尔首

席执行官 Robert Swan 选择 Davis 显示公司对财务状况更加重视。Swan 是英特尔的第一个非工程或制造业专

家出身的首席执行官，公司希望籍此提升与台积电和三星的竞争优势，同时在摩尔定律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

展。Swan 的晋升有可能为公司留住高级工程经理们。英特尔的 12 个月预期市盈率远低于大型芯片制造商的

中位数水平。虽然公司去年四季度销售额增长 9%，但预计一季度将录得同比下降，因此这两个季度的表现均

低于市场共识。英特尔中期的关键挑战包括：扩大数据中心芯片销售，解决近期 CPU 供应短缺问题，以及对

超威半导体 (AMD US) 的 7 纳米芯片竞争威胁的反应。管理层的落实令公司可以全力应对这些挑战。 

其他摘要 
思杰 (CTXS US; 102.48 美元; 目标价: 125.00 美元)  
思杰可能被私募基金瞄准    
思杰具有稳定的自由现金流，这使其成为私募股权收购的潜在目标。有报道指公司目前正在探索售出的可能

性，但是其转向云业务的结构性逆风可能会使交易溢价低于其他近期收购如 Ultimate Software (ULTI US) 的
作价。最近，软件行业并购消息频传，Ultimate Software 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开始私有化进程，收购价为 8 倍

12 个月远期市销率。国际商业机器 (IBM US) 则提出收购红帽公司 (RHT US)，出价为 10 倍市销率。在此背

景下，鉴于思杰和微软的密切合作关系，思杰的战略选择有可能是向微软出售。  
 
星座品牌 (STZ US; 179.69 美元; 目标价: 230.00 美元)  
产品组合升级    
星座品牌以 17 亿美元的价格向 E.& J. Gallo 出售其低端葡萄酒业务，这符合公司重视高端品牌的策略。预期

Gallo 在美国的市场份额将因此扩大，而星座品牌的份额将收缩。2017 年，前者的份额为 22.6%，后者为

12.8%。大麻合法化带来的市场机会可能是低端葡萄酒销售放缓的原因之一。星座品牌以其日益增长的

Corona 啤酒系列而闻名，管理层正着手实施一项战略，强调创造、收购和推广高端酒精饮料。另外，公司通

过提高在加拿大公司 Canopy Growth 的股权 (目前持股约 37%)，积极参与颇有潜力的全球大麻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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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