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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露柠檬 (LULU US; 170.89 美元; 目标价: 220.00 美元) 
强劲的势头显示市场份额正在扩大    
露露柠檬第一季度每股盈利 4 美分，主要驱动是同店销售收入录得双位数增速以及毛利率提高，这证明该品牌

的市场份额有所扩张。公司业绩与其竞争对手的形势逆行，后者将业绩疲弱主要归咎于一季度气候不利。我们

认为，受益于收入增长，露露柠檬已调高的 2019 年每股盈利指引还有上升空间，新的指引仍低于市场共识的

中点。由于利润率扩张和低双位数的销售增长，管理层预计公司 2023 年可实现双位数的盈利增长，这表明该

品牌受到消费者欢迎，未来仍有潜力扩大份额。创新推动业绩，公司增长具有“三大主力”— 男装、网上销

售、国际市场。健康的商店流量、支持双位数销售盈利的转换、以及相关产品的扩张是股价催化剂。供应链效

率和产品组合有助提高毛利率。品牌的突出地位、创新面料、以及实体和网上店的体验是其优势。 

其他摘要 
富国银行 (WFC US; 44.91 美元; 目标价: 60.00 美元) 
抵押贷款领先公司富国银行保持强劲，并推高利润    
富国银行超大规模的抵押贷款业务，加上其预计良好的信贷成本前景，有望进一步支撑公司 2019-20 年的利

润。利率较低的贷款的数量增加，有助于近期盈利。富国银行有最大的银行住宅贷款和抵押贷款敞口，在这两

方面均领先行业。我们预期抵押贷款银行业务的收入和规模 2019 年将录得增长，2020 年将稳定下来，在长期

利率水平持续偏低的情况下还会出向上空间。不断改善的信贷降低了服务成本，尽管这一盈利推动的力量正在

消退，而销售利润的提升可能有助于短期利润扩张。起始收入通常与借贷利率成反比，而借贷利率受 10 年期

国债收益率的影响。服务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现金流，尽管由于对预付款的预期有变化，会计程序会令公司随着

利率的提高而录得收入，或随利率下降而减记。收入来自贷款和服务，具有抵消利率的效应，尽管规模驱动的

收入与利率之间的反向关联往往是推动盈利的主要力量。 
 
美国银行业 ― 强劲的抵押贷款支持利润    
我们认为，即使在名义价格上涨放缓和实际价格面临风险的情况下，强劲的就业和长期承保趋势也对 2019-20
年依然较低的银行抵押贷款信贷成本形成利好。美国抵押贷款净撇帐率处于历史低位，我们估计贷款拖欠有更

大的改善空间，这将进一步提高服务成本。美国失业率在 1 月份上涨之后下降，目前处于几十年来的最低水

平。其他就业指标同样显示了经济实力。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较低，应支持相对较低的消费信贷成本，特别

信用卡业务的成本。长期失业者的数据对抵押贷款市场更有意义，并接近 2006-07 年金融危机前的水平。正如

前一个周期的情况，供应过剩或承销能力弱可能会将损失推到高于基本趋势的水平。我们认为近年来信用卡市

场竞争激烈，而住房抵押贷款信贷自危机以来一直保持相对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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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