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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 股 票 今 日 重 点 推 介  
2017 年 11 月 6 日 

脸书 (FB US; 178.92 美元; 目标价: 210.00 美元)  
Instagram 及视频业务推动销售 盖过对盈利的忧虑    
尽管市场忧虑脸书利润增长或会放缓，但 Instagram 的强劲势头、持续增长的脸书用户和视频需求将推动明年

的销售增长。脸书计划增加投资用于打击网络虚假新闻和保安问题，以提升消费者及广告商对脸书这平台的信

心去维持公司长期增长。跟据公司过去削减支出增长指引的经验，这意味 2018 年毛利率会因保安、内容、增

强现实及虚拟现实的支出上升而受压缩的预期可能被夸大。 根据 eMarketer 的预测，2018 年 Instagram 的销

售额将增长 93%，达到 79 亿美元。 

  

其他摘要 
 
甲骨文 (ORCL US; 50.18 美元; 目标价: 58.00 美元)  
数据库及应用程序驱动，甲骨文亮丽的云端未来可期    
甲骨文在未来五年会成为云计算基础设施和云应用领域的顶级供应商之一。受益于其在本地关系数据库领域的

领先市场份额，公司有很大的机会成为亚马逊和微软之后的第三大云基础设施供应商。由于本地客户将数据库

迁移到云端，甲骨文可能会赢得竞争对手的业务。灵活的许可条款和新产品可能会加速这一转变。与基础设施

不同，云端业务大部份的增长将会来自现有客户，甲骨文在云计算应用应该会有很好的现有及新客户的组合。

其在所有主要企业应用程序中的强势地位使其与 SAP 和 Salesforce.com 一起排在前三位。 

  
美国国际集团 (AIG US; 62.00 美元; 目标价: 72.00 美元)  
盈利展望：重组可能对 2018 年盈利构成压力    
尽管盈利会由 2017 年开始改善，美国国际集团解决承保和储备不足的行为将损害 2018 年的盈利。第三季因

最近台风带来的 30 亿美元灾难损失成为了美国国际集团提高财产保费的催化剂。这将伴随着政策限制的减少

和购买更多的再保险来降低自然灾害风险。考虑到业务组合的变化，商业保险的盈利能力提升可能要到 2018

年下半年才会出现。美国国际集团在人寿保险方面也面临挑战，年金销售额下滑和价差压力亦可能会损害

2018 年业绩。在个人退休业务中，保费和存款下降了 25%，连续第四个季度净资产流入为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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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