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资咨询服务 

中信证券经纪 (香港) 有限公司 

 

美 国 股 票 今 日 重 点 推 介  
2018 年 4 月 10 日 

 

花旗集团 (C US; 69.44 美元; 目标价: 100.00 美元) 
业绩预览：可能在资本测试前确认分红计划    
花旗将公布一季度业绩，料全球增长前景是市场关注的重点。首席财务官 John Gerspach 表示，相比多元化

程度较低的美国同业，花旗 3 月初实现的地区“同步”增长更具意义。花旗 3 月 6 日预计今年一季度收入增长

与去年同期相比放缓，至中低单位数速度，但之后交易环境有所缓和。目前看来，银行费用可能有所下降，其

他机构业务应呈现良好势头。股票业务仍是战略重点，市场份额是关键，尤其是考虑到欧盟金融工具市场规则

II (MiFID II) 改革的实施。零售业务方面，信用卡指标至关重要，品牌卡业务的收入增长速度也是关键。管理

层可能会在 2018 年资本测试展开之前确认 600 亿美元的三年期支付计划。 

  

其他摘要 
 

高盛 (GS US; 252.19 美元; 目标价: 320.00 美元)  
业绩预览：交易业绩是重要指标    
高盛的绝对和相对交易收入将成为 2017 年一季度业绩报告的焦点。行业整体收入应延续其升势，与季节趋势

相符，波动性回升则有助于持续增长。与去年同期相比，银行增长的比较基础不高。在投资和贷款以及资产管

理方面，资产价格同比上涨，但环比去年四季度则下降。管道和客户情绪是承销和咨询部门的关键。 问题可

能集中在即将到来的资本测试和资本计划，以及继任计划和最近的招聘。其他引起市场兴趣的点包括：人工智

能，商业银行业务，Spotify 公开上市过程的影响，欧盟金融工具市场规则 II (MiFID II) 的早期影响，美国法

规，英国脱欧和网上业务。 

  

摩根大通 (JPM US; 110.40 美元; 目标价: 135.00 美元)  
业绩预览：设定全球交易和美国净利差的标准    
摩根大通的业绩将对全球资本市场业务的趋势和展望、美国银行的信用卡业务/商业贷款增长/净利息收益率等

趋势提供指标。投资者关注存款定价和信贷趋势 (尤其在信用卡、汽车和商业房地产方面)，因此平缓收益率曲

线、较慢的美国贷款增长以及抵押贷款量的减少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继一季度季节性波动推动收入增长之

后，交易前景成为关键；二季度开局不易，交易费用、管道以及资产和财富管理流动的影响亦十分重要。问题

可能集中在长期主题上，包括：继任计划，首席执行官 Jamie Dimon 在年度通讯中提及的技术的角色和公共

政策观点，资本测试，不断演变的美国法规，欧盟金融工具市场规则 II (MiFID II) 及英国脱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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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