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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安那太平洋 (LPX US; 30.16 美元; 目标价: 36.00 美元) 
受惠于住房的上行周期    
路易斯安那太平洋受益于房地产市场的持续改善，现拥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内生增长、寻求并购、及回馈股东。

公司的一个主要方向是将导向型刨花板 (OSB) 的产能转移到增值产品上，令增长更加稳健和可持续。管理层

计划，从 2017 年底的 9.28 亿美元现金余额中拨出约 3 亿用于内生增长和并购，包括在智利建设第三家 OSB

工厂，以及将美国的 OSB 厂改建为壁板厂。公司还将通过恢复股息和股票回购向股东返还约 3 亿美元。继

2017 年录得 12 年来 佳业绩后，路易斯安那太平洋有望在 2018 年一季度再录得强劲盈利，预期调整后的

EBITDA 同比增长可达 52%。估计公司大部分收益源自 OSB 的销售，背景是房屋动工量增加，以及住宅改善

需求反弹遇上供应紧俏。  

  

其他摘要 
 

迪士尼 (DIS US; 100.39 美元; 目标价: 130.00 美元) — ESPN+将迪斯士尼带入游戏串流    
迪士尼的应用程序 ESPN+ 受欢迎程度不高，估计不会改变行业的游戏规则。然而，在迪士尼为新的流媒体订

单做准备之时，此应用程序的推出至关重要。经过多年小心翼翼地向消费者直接提供 ESPN 并收取行业 高的

会员费，每月 4.99 美元的独立应用程序 ESPN+现在终于登台亮相。ESPN+是对传统电视频道 ESPN 的补

充，而非替代品，因此这款月费 4.99 美元 (即年费 50 美元) 的一应用程序不太可能明显削弱 ESPN 现有订户

基础。尽管相对于包含在付费电视帐单中的线性网络每月 7.54 美元的附属费，ESPN+的价格十分吸引，但它

提供的内容有限，而且用户也看不到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美国职业篮球、十大会议和 SportsCentre 等一

线核心节目。尽管如此，该应用程序仍可为未来更有吸引力的产品铺路。重要的是，如果传统网络用户加速下

滑，ESPN+ 将为 ESPN 做对冲。紧随其后，迪士尼将为启动 BAMTech 做出巨大投资，但公司短中期收入应

基本不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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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