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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巴克 (SBUX US; 84.56 美元; 目标价: 105 美元) 

美国及中国市场助力明年强劲增长    

星巴克对客户体验、数字化参与度和创新冷饮系列的关注正在驱动美洲客流量和平均消费的增长，并有望推动

2020 财年 (截至 9 月) 同店销售增长约 4%。会员奖励计划参与人数在 2019 财年四季度增长了 15%，达到

1,760 万。在中国的同店销售增长将受到移动订单及支付、会员计划和配送服务的提振。第四财季交易量增长

1%，中国同店销售增长 5%，速度可观，店铺净增长仅 17%；中国活跃会员增加了 45%，至 1,000 万人，配

送服务占销售额 10%。管理层调整了每股收益指引，虽然低于市场预期，但公司过往有业绩超指引的良好记

录，我们相信盈利会高于公司预测。 

其他摘要 

雅诗兰黛 (EL US; 186.27 美元; 目标价: 240 美元) ― 亚洲业务抵销港美拖累    

雅诗兰黛上调 2020 财年 (截至 6 月) 销售及每股盈利指引 (不计汇率影响)，同时确认市占率加速提升，销售增

长超出了市场预期的 5%-6％。亚洲、欧洲、拉丁美洲和旅游零售增长势头强劲，具盈利能力的护肤产品表现

突出，但北美化妆品和实体店的表现依然疲软。香港的销售因社会活动而下跌 20%，但负面影响被中国和其他

亚洲国家所抵消。电子商务是公司所有市场及品牌的主要驱动力。考虑汇率因素 1%的影响后，预计 2020年净

销售额将增长 7%-8%。按固定汇率计，管理层提高销售增长目标 100 个基点至 8%-9%，超过其 6%-8%的长

期增速，并预计稀释后的每股盈利将增长 10-12%，比之前的预测 (9-11%) 高 100 个基点。 

环汇公司 (GPN US; 169.18 美元; 目标价: 191 美元) ― 并购敏捷 前景更好    

完成收购同业 Total System 之后，环汇公司实现了收入增长，成本协同效应也达到了预期水平，因此公司有可

能将 2020 年增长预期上调，超过原来预计 5%的增速。我们对公司的信心来自其强劲的三季度业绩，该季

Total System 的商户收入增速恢复至高单位数，营业利润率上升了 75 个基点。考虑到 Total System 稳健的三

季度收入运行率，我们相信环汇公司能够轻松实现其 2019 年收入达 56.0 亿-56.3 亿美元的指引，而由于整合

成果和较低的利息成本，每股收益有望达到 6.12-6.20 美元指引的高端。合并后杠杆比率现为 2.5 倍，管理层

有可能考虑新的并购机会，而机会或许在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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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咨询服务 

中信证券经纪 (香港) 有限公司 

分析师声明 

主要负责撰写本研究报告全部或部分内容的分析师在此声明：(i) 本研究报告所表述的任何观点均精准地反映了上述每位分析师个人对标的证券和

发行人的看法；(ii) 该分析师所得报酬的任何组成部分无论是在过去、现在及将来均不会直接或间接地与研究报告所表述的具体建议或观点相联系。 

评级说明 

投资建议的评级标准 

报告中投资建议所涉及的评级分为股票评级和行业评

级 (另有说明的除外)。评级标准为报告发布尔日后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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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A 股市场以沪深 300 指数为基准，新三板市场以

三板成指 (针对协议转让标的) 或三板做市指数 (针对

做市转让标的) 为基准；香港市场以摩根士丹利中国

指数为基准；美国市场以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或标普

500 指数为基准。 

 评级 说明 

股票评级 

买入 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涨幅 20%以上； 

增持 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涨幅介于 5%～20%之间 

持有 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涨幅介于-10%～5%之间 

卖出 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跌幅 10%以上； 

行业评级 

强于大市 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涨幅 10%以上； 

中性 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弱于大市 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跌幅 10%以上 

其他声明 

本研究报告由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机构制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全球的附属机构、分支机构及联营机构 (仅就本研究报告免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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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主体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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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不同司法管辖区的声明 

香港特区：对于本研究报告所评论的证券及金融工具，中信证券经纪及其每一间在香港从事投资银行、自营交易或代理经纪业务的集团公司，(i) 有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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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监管法规或交易规则要求对研究报告涉及的实际、潜在或预期的利益冲突进行必要的披露。须予披露的利益冲突可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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