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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 股 票 今 日 重 点 推 介  
2018 年 2 月 8 日 

 
迪士尼 (DIS US; 104.76 美元; 目标价: 130.00 美元) 
收购福克斯  应对数码颠覆的挑战    
经历了同比基础颇高的 2017 年后，迪士尼预计 2018 财年业绩增长显著，驱动力主要来自即将推出的电影，

包括两部“星球大战”和四部漫威 (Marvel) 影片。迪士尼在宣布收购福克斯 (Fox) 资产的巨额交易的同时表

示，很快将推出每月 4.99 美元的 ESPN 流媒体服务，收费具有竞争力。乐园的投资正在产出回报，经营收入

同比提高了 21%，尽管同比基础较低。电影部门，尤其是《星球大战：最后的绝地武士》(The Last Jedi)，录

得强劲收入，但受到家庭视频销售疲软的拖累。不过，通过多部漫威电影以及《索罗：星球大战外传》，电影

部门将继续全速推动公司业绩，尽管第二财季利润率可能受制于高成本。 

 

其他摘要 
 
富国银行 (WFC US; 57.54 美元; 目标价: 72.00 美元) 
联储局制约是逆风，但在控制之内    
富国银行 (Wells Fargo) 面临更严的制约，而它目前仍在应对 2016 年因不正当销售行为受罚所引发的、持续

扩大的影响。美联储制约带来的短期财务影响应可以受到控制，尽管审查仍然悬而未决。除了已经采取的步

骤，美联储又授权董事会变动，包括更换首席执行官、主席职责的拆分、分支机构薪酬结构的改变、及薪酬追

回。这些制约对这家以交叉销售为企业文化核心的银行有什么更广泛的影响？这是投资者关注的焦点。2 月 7

日，标普将富国银行原本领先同行的评级下调一度至 A-，现与摩根大通和美国银行一致。富国银行高级债券

的价格比摩根大通的更为宽松，而在 2016 年 9 月之前情况是相反的。 

  

微芯科技 (MCHP US; 82.91 美元; 目标价: 125.00 美元) 
对 Atmel 的季节影响回归正常    
微芯科技的销售指引低于预期，反映 3 月结季度内 Atmel 业务销售的季节因素回归正常。Atmel 面对较大的消

费者市场是主要原因，但该领域连续下滑与第四财季的表现一致。剔除消费者市场对未来销售的影响，公司在

核心汽车和工业领域的需求依然健康稳定，应可限制投资者对销售放缓扩大的担忧。交货时间持续改善，从

20 周的峰值跌至 4-14 周，令 12 月结季度的订购运销值比 (book-to-bill ratio) 达到一比一的水平。公司的目标

是未来几个季度交货时间进一步下降到 8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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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