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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座品牌 (STZ US; 176.45 美元; 目标价：230.00 美元） 
关税迫在眉睫  销售面临风险    
总统川普威胁对墨西哥商品征收关税以打击非法移民，这对星座品牌的销售和盈利能力构成重大风险，因为公

司绝大部分啤酒从是墨西哥进口的。6 月 10 日起征收 5%关税的影响应该可控，但若 10 月 1 日关税调高至

25％则将带来重大的销售和盈利风险。啤酒约占星座品牌销售额 64%，公司产品中最出名的可能就是日益增

长的 Corona 啤酒系列。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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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星座

品牌通过在加拿大公司 Canopy Growth 持股 37%，积极进入有巨大潜力的全球大麻市场。管理层修改了所持

有的某些认股权证的条款，以便在 Canopy Growth 今年 4 月 18 日购买美国 Acreage Holdings 后获得额外的

Canopy 股份 (Canopy Growth 购买 Acreage Holdings 的条件包括美国未来对大麻使用合法化)。 

其他摘要 
脸书 (FB US; 177.47 美元; 目标价: 250.00 美元) 
十亿美元的数据套装可能会克服解雇出价    
社交媒体巨头脸书或许不能说服联邦法院撤销用户对其可能高达数十亿美元的集体诉讼，公司被用户指控滥用

数据。我们预计，在 5 月 29 日听证会之后，法院最早 6 月份会做出裁决，允许案件向前推进。借鉴

Cambridge Analytica (剑桥分析) 事件原告成功的案例，脸书有可能被罚支付数十亿美元。脸书方面去年 4 月

表示，剑桥分析可能通过不正当途径获取了超过 7000 万美国用户的信息。目前正在加州联邦法院审理的 30
多起诉讼均要求针对脸书涉嫌不当数据共享提起集体诉讼。这些投诉涉及 50 种不同的索赔，每项违规的罚款

额可能为数千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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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