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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书 (FB US; 165.04 美元; 目标价: 230.00 美元) 
对内容保安的忧虑可能拖累利润    
脸书 2018 年销售增长应会受到 Instagram 和广告定价上涨的支持，但剑桥分析数据泄露和删除脸书行动所引

发的监管审查日益增加，公司利润可能受压。这些变化可能会对 2019 年预期产生更大的影响，因为更严格的

数据控制可能减缓 WhatsApp 和 Messenger 的货币化。脸书计划今年提高开支，以应对信息保安问题，这有

望利好其平台的长期前景。脸书首席执行官 Mark Zuckerberg 的国会证词显示，通过用户信息货币化来帮助广

告定位的模式不会有重大改变，这意味着广告投资回报率和随之而来的销售额增长在短期内风险有限。然而，

为解决隐私、保安和假新闻问题的开支和招聘可能拖累利润增长。 

  

其他摘要 
 

国际商业机器 (IBM US; 155.39 美元; 目标价: 195.00 美元) 
业绩预览：货币和系统驱动销售    
新型大型机产品的强劲需求应该令国际商业机器今年一季度销售额录得正增长。广泛地增加信息科技开支也许

是另一推动收入的因素，尤其是云端、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新兴技术。信息科技现代化很可能助力混合云的增

长，而混合云正在逐渐成为应对传统客户的可行策略。考虑到网络安全方面的支出上升，以及欧洲全球数据保

护法规的实施催生更多的工作，国际商业机器的保安产品有望保持强劲。投资较高、转向利润较低的新产品、

以及续约的价格压力则可能继续压缩毛利率。 

  

摩根士丹利 (MS US; 54.14 美元; 目标价: 70.00 美元) 
业绩预览：再上一层楼?    
摩根士丹利在达到或超越其 2017 年的关键指标后，今年 1 月设定了更高的目标，投资者将在此背景下审视其

一季度业绩。财富存款定价、流量和利润率均将成为市场焦点。2018-19 年财富业务税前利润率的目标是

26%-28%；2017 年目标为 23%-25%，实际达到了 25.5%。资产价格可能支持财富业务和资产管理同比正增

长，尽管它们的季环比增长较弱。投资者将有兴趣了解近期市场问题对公司的影响。由于 2017 年一季度业绩

强劲，交易业务的比较基础艰难。过去几个季度业绩都超出预测。公司股本回报的目标是 10%-13%，有形股

权回报的目标是 11.5%-14.5%，因此业务进展至关重要。投资者提问可能集中于资本测试、欧盟金融工具市

场规则 II (MiFID II) 的初步影响、英国脱欧计划、监管和利率变化、以及交易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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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