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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集团 (C US; 71.01 美元; 目标价: 100.00 美元) 
受惠于成本控制 需要关注信用卡业务    
花旗集团本年二季度收入应该可以保持稳定增长，核心业务趋势相对较强；不过，由于不带有利息之结余的影

响使一季度收入承压，美国信用卡业务则受到关注。重新定价为更有利可图的利率是其投资策略的关键，但竞

争可能会造成负面影响，信用卡的坏账率表现也较疲弱。在一季度业绩达到预期之后，花旗于本年二季度的经

营成本应该会较去年二季度进一步改善，这仍然是提高盈利能力的核心杠杆。符合季节性趋势，交易收入可能

会继续下滑，但与去年同期比较将有所缓解。相比之下，根据市场环境，投资银行业务收入可能会从一季度的

疲软状况中改善。花旗重申其 2018 年资本测试流程中的 200 亿美元年度分红计划，这是投资者关注的焦点。

  

其他摘要 
 

摩根大通 (JPM US; 110.30 美元; 目标价: 135.00 美元) — 管理层对渠道表现乐观    
摩根大通首席财务官 Marianne Lake 对公司消费业务的实力表示乐观，并指出在中型客户增长创下季度记录

后，反映出公司商业渠道表现强劲。虽然摩根大通表示商业房地产业务竞争正在加剧，但一季度贷款增长成功

预示着好兆头。并购和承销渠道看似强劲，总体积压订单远高于去年一季度。随着一季度股票交易收入大增，

预期二季度交易收入开始转弱，固定收益业务将稍为低于一年前的坚实表现。整体信贷业务表现优于预期，不

过信用卡坏账率上升了 35 个基点至 3.3%，但这仍在预期范围之内，而信用卡业务的收入毛利率则上升了近

100 个基点。 2018 年收入、贷款增长、费用和税率指引与公司 2 月 27 日投资者日所公布的不变。 

 

富国银行 (WFC US; 50.89 美元;目标价: 72.00 美元) — 法规忧虑挥之不去 营运目标变得关键    
即使在美联储设定的资产限额下运作，富国银行在 5 月 10 日投资者日中订下的中期盈利能力和分红目标将反

映其经营潜力。富国银行在缓解这限制已见进展，并指出金融机构商业存款已减少 320 亿美元。在一季度的温

和影响后，富国银行重申其于 2018 年在资产限额下运作的利润影响估计为 3-4 亿美元的预测。由于信贷成本

低于预期，该行肯定了其 2018 年营业支出目标。与去年四季度和一季度相比，主要消费支票账户略有增长。

两单与美国监管机构的潜在大型法律诉讼威胁逼近，不过富国银行已经计入大额的未付费用以应对未来诉讼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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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