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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洁 (PG US; 103.16 美元; 目标价: 120.00 美元) 
全面推进    
宝洁的内生销售增长势头正在形成，更多的类别扩大了其市场份额，以生产力和创新为主导的产品组合加上成

本节省抵消了更高的投入。业绩证实，二季度的市场份额增长得到了延续，护肤品 SK-II 和洗涤产品 Tide 
Pods 等高端品牌的牵引力有所增强。管理层将 2019 财年内生销售增长目标提升至 4%，相比之前的 2%-
4%。我们估计增速有望超过新的指引，因为下半年创新加权以及四季度内生销售增长的同比基数较低 (1%)。
公司维持全年核心每股盈利增长 3%-8％的指引，考虑了外汇逆风和商品及运费的 14 亿美元。这令个人护理和

婴儿产品部门有反弹余地，以缓解竞争压力。 

其他摘要 
可口可乐 (KO US; 48.21 美元; 目标价: 55.00 美元) 
盈利展望：强劲的首季会令全年表现达致预期    
由于单位售价上升以及与英国脱欧相关的瓶装库存增加，可口可乐录得内生收入增长 6%，好于预期，令管理

层重申 2019 年公司的内生收入增长将达到 4%。如果汇率不利而且净利息成本较高，2019 年的可比每股盈利

可能略微超过 2018 年 2.08 美元的水平。今年业绩还取决于 Costa 的整合以及额外的生产力提升。公司计划

通过加大对产品创新、营销和收购的投资，提振净收入增长。管理层表示将提高股息，虽然截至 2018 年底，

经过非经常性费用和事件调整后的 12 个月的派息比例为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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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