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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 股 票 今 日 重 点 推 介  
2017 年 11 月 13 日 

迪士尼 (DIS US; 104.78 美元; 目标价: 125 美元)  
盈利展望：ESPN 开始稳定，电影将展示实力    
随着流媒体服务弥补用户减少的损失，叠加其他业务增长趋稳，迪士尼的 ESPN 困境可能有所缓解。在 2017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电影业务的问题都困扰着公司。由于缺乏大片和较高的同比基础，迪士尼四季度营业收入

下降 43%。2018 财年将迎来改善，公司将推出四部 Marvel 神奇侠、两部星球大战和两部皮克斯 (Pixar) 电

影。广播电视因缺乏政治广告和授权销售下降而受拖累。乐园业务方面，尽管迪士尼世界受飓风艾玛的影响严

重，然而上海和巴黎乐园将提供支持。冰雪奇缘以及星球大战相关商品销售下跌，但《最后的绝地武士》 

(The Last Jedi) 上映有望驱动增长。 

  

其他摘要 
 
阿里巴巴 (BABA US; 186.41 美元; 目标价: 225 美元) — 双 11 销售再创记录    
阿里巴巴 “双 11 节” 的销售强于市场预期，销售额同比上涨 39%至 1,680 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的 32%有

所加快。此次活动共有 14 万多个品牌参与，其中 167 个品牌的日销售额超过 1 亿元。新零售是今年的关键主

题之一。十万家实体店的全渠道销售大幅上升。京东亦录得强劲销售，11 月 1-11 日的促销活动累计订单量同

比增长超过 50%，达到 1,270 多亿元人民币。 

 
英伟达 (NVDA US; 216.14 美元; 目标价: 245 美元) — 销售增长  规模扩张减速    
虽然英伟达三季度销售和盈利以及四季度指引均好于市场共识，但由于收入基数较高，销售增速有所下滑。公

司未来有望扩大其数据中心和深度学习的市场份额。虽然人工智能范围广阔，但高销量可能继续拖累公司短期

增长。游戏是公司最大的业务，其增速下跌了一半。单一云供应商的大批量销售可能令公司增长明显放缓。尽

管销售增速放缓至 32%，英伟达收入仍超过市场预期 12%。随着每股盈利上升 41%，毛利杠杆率已经很高。

飞速扩展的数据中心市场目前增长放缓至 109%，英特尔和 AMD 可能会在该领域展开竞争。英伟达四季度销

售指引高出市场共识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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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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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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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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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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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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