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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电话电报 (T US; 31.88 美元; 目标价: 40.00 美元) 
在 5G 部署中向前迈进    
我们认为，5G 服务的部署对美国电话电报 (AT&T) 来说非常重要，但不会影响其今年收入增长，而近期涉足

媒体业务则与公司前景有更加显著的相关性。不过，AT&T 还是在 5G 方面取得了进展，公司宣布将在美国七

个城市的部分地区提供服务。正如去年在 12 个市场的部分地区推出那样，5G 仅可在这些城市的某些区域使

用，而且服务可能仍仅限于特定的企业客户。我们认为这意味着支持 5G 以上毫米波频率 (范围有限) 的广泛光

纤和微站网络将是 5G 推出速度的一个关键因素。长远来看，我们预计电信运营商将在用于无线服务的全部频

率范围内部署 5G。 

其他摘要 
花旗集团 (C US; 65.53 美元; 目标价: 80.00 美元) 
在经济忧虑中减成本以利分红和回报    
提高效率应有助于为花旗集团的增量投资提供资金，同时持续加强盈利能力和股东回报。直至 2020 年，提高

股本回报率是花旗的核心优先事项，之后还会有更多机会。管理层预计，经营业务的回报将带来广泛的改善，

包括内生收入增长。我们认为，在维持信贷成本的同时，提升其美国信用卡收入是关键。全球经济风险令人担

忧，因为花旗的国际收入和利润占比高于其他大型美国同行。 
 
墨式烧烤 (CMG US; 718.85 美元; 目标价: 750.00 美元) 
同店销售增长预示利润率改善    
在墨式烧烤过去三年出现几个食品安全问题后，首席执行官 Brian Niccol 的首要任务是提高平均单位数量和利

润率。随着公司关闭不景气的店铺，实施扩张，改善运营并增添新广告和数字计划，同店销售额已有所反弹。

我们认为交付是个重要的机会，因为半数以上的客户还不知道此项服务的存在。新的领导层可以成为餐厅转型

的强大催化剂。原任塔可钟首席执行官的 Niccol 一年前加入墨式烧烤，过往业绩相当出色。墨式烧烤的数字平

台、交付、运营和媒体信息的改进有望再次推动今年一季度同店销售增长加速至中个位数，然而股价已反映了

这一利好。自公司 2 月份宣布四季度盈利好于预期以来，该股已上涨 36％，当前估值为 2019 年预期每股盈利

的 46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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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