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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得宝 (HD US; 207.95 美元; 目标价: 250.00 美元) 
重建和住宅老龄化支持是增长的支柱    
家得宝的长期指引偏于保守，预期 2020 年销售额达 1200 亿美元，动力主要来自有利于维修和改造市场以及

住房市场的因素，包括美国房屋老龄化、利率下降和家庭的组成。墨西哥的人口变化和实力进一步支持公司收

入扩张。管理层发出的指引意味着年增长率为 4.5%-6%。降息可压低抵押贷款成本及房屋抵押的信贷额度，

刺激房屋销售与房地产投资支出，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 (Mortgage Bankers Association) 的数据所显示抵押贷

款申请有所增加，证明了这一点。加上天气利好和对更具弹性的维修和改造市场的关注，家得宝的同店销售增

长有望超过三年销售增长 4.5%-6%的指引。住房改善研究所季度项目情绪跟踪调查 (Home Improvement 
Research Institute Quarterly Project Sentiment Tracking Survey) 显示，75%的房主计划在未来三个月内实施

两个或更多项目，为 2012 年以来最高水平，因此我们预计重建市场将保持活跃。 

其他摘要 

雅诗兰黛 (EL US; 201.65 美元; 目标价: 230.00 美元) 
盈利前景：数字及护肤产品推动增长    
在第四财季和 2019 财年跑赢同行之后，雅诗兰黛对 2020 年指引的积极看法再次受到亚洲市场、皮肤护理和

旅游零售业的支持，这些领域极为强劲的增长推动了经营杠杆和集团的整体盈利能力。创新渠道继续推动公司

顶级品牌和特许经营加盟店的增长。营销支出主要受数据的驱动以及在线经营可能提高了消费者的忠诚度。亚

洲和欧洲的旅游零售以及全球在线渠道表现突出，推动 (固定汇率下) 净销售增长超越了管理层设立的 6%-8%
的长期目标。在线销售缓解了访美游客量下跌以及在百货公司挣扎经营的背景下美容品店内销售的总体疲软，

尽管美洲市场占集团总收入不到三分之一。公司卓越的增长战略是多方面的，加强了我们对其实现长期目标的

信心。护肤品占公司收入近 50%，占利润 80%以上，贡献了大部分收益，而随着全球旅游零售和电商的成

长，亚洲需求扩展正在推动雅诗兰黛实现其 20 年来最快的增长。在去年录得良好业绩之后，数字投资和专卖

店合作有助于减轻公司对美国百货商店和化妆品市场的依赖。北美以外市场占公司销售额约 75%，但高端品

牌组合的广度使定价能够部分抵消强势美元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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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