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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伟达 (NVDA US; 232.08 美元; 目标价: 260.00 美元) 
收益展望：云端、个人智能和图像处理器及加密提速增长    
英伟达 2018 财年四季度销售超市场预期，主要归功于云服务商越来越多地使用数据中心的图像处理器，以及

游戏和加密货币的增长。加密货币价格上涨和挖掘该货币日益艰难可能导致加密市场的波动，但数据中心使用

图像处理器和个人电脑游戏的增长则是长期趋势。2019 财年销售增长速度可能不会像预期的那样大幅下跌，

但加密市场不稳的影响正在加强。云业务中的个人电脑游戏和图像处理、人工智能和汽车部门规模庞大，利润

高，市场加速增长。我们认为，加密市场的弱点以及过高市场期望和估值是风险。英伟达公布 2018 财年四季

度销售额为 29.1 亿美元，预计 2019 财年一季度为 29 亿美元 (该季没有季节性因素)。2019 财年一季度预期业

绩与之前三个财年的第四季相比下降约 7%-11%。每股盈利的杠杆显著。 

 

其他摘要 
 
美国国际集团 (AIG US; 60.22 美元; 目标价: 72.00 美元) 
毛利率改善，但预期收入继续下降    
美国国际集团今年不大可能实现收入正增长，尽管去年 5%的下滑应得到一定的舒缓，承保利润率也会有所提

高。管理层表示，由于资产结余减少和收益率回归正常，占净收入 29%的投资收入可能减少 8%左右。保费收

入在 2017 年下降 9%，未来可能进一步走低，尽管速度会放慢。计划在年中收购的 Validus 将提供帮助，为下

半年收入增添约 15 亿美元。由于更高的保险费率和更严格的承保规范，商业线的利润率应有提升。2017 年，

美国国际集团录得营收 495 亿美元，其中保费收入 314 亿美元，投资收入 142 亿美元；一般保险的保费为

260 亿美元，投资收入 37 亿美元，而寿险和年金为 40 亿美元和 78 亿美元。 

 

先锋天然资源 (PXD US; 165.05 美元; 目标价: 225.00 美元) 
产量增长受高利润的二叠纪所驱动    
二叠纪内米德兰盆地的生产将推动先锋天然资源向 2018 年增长 19%-24％的目标迈进，这一目标相当于每日

产出 304,000-314,000 桶天然气当量。公司“放在砧板上”准备出售的资产占其 2017 年四季度产量 17.5%，

一旦成功交易，利润丰厚的二叠系油在产品组合中的占比将由目前的 59%进一步上升。由于基准水平较高，

加上没有利润单薄的产品，先锋的毛利率和现金流量应有所改善，而效率提升和纵向一体化可能抵消成本通

胀。预计 2018 年钻井和完井资本支出将达 26 亿美元，与去年相比几乎没有变化，且与现金流预期更接近。

公司预计，在每桶 58 美元的价格基础上，资本计划将达到现金流量盈亏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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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