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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银行 (BAC US; 29.93 美元; 目标价: 38.00 美元) 
盈利展望：美国银行认同行业乐观前景  目标在降低成本    
美国银行首席财务官 Paul Donofrio 表示，客户对全球银行业的乐观情绪应有助提高贷款需求，而首席执行官

Brian Moynihan 指出该银行的消费者支出正在加速。这一观点与摩根大通的乐观看法相似，预示未来贷款增长

较快。美国银行一季度核心投资组合增长 5%，落后于摩根大通。两家公司的投行费用都低于预期，贷款则好

于预期。美国银行表示撇掉了部分质量低的贷款，但客户存款利率上涨幅度不大。营运成本符合市场预期，利

好 2018 年目标预期。自收购美林以来，美国银行对其财富管理业务也较为乐观，这得益于市场和利率的支

持，也反映了稳健的流量、较低的顾问摩擦、以及税前利润率的改善。 

  

其他摘要 
 

米高梅度假村 (MGM US; 34.77 美元; 目标价: 40.00 美元) 
拉斯维加斯收入具弹性，放眼全球增长    
米高梅度假村出售与 Hyatt Gaming 成立的合资企业 Grand Victoria 之 50%股权，将带来 1.62 亿美元的收入，

但由于米高梅从 Grand Victoria 获得的 EBITDA 少于 1%，所以出售对公司长期影响有限。公司股价催化剂令

人鼓舞，首先是米高梅金光大道今年 2 月开幕。自从 National Harbor 于 2016 年四季度开业以来，金光大道

的初始赢额和毛利率一直是米高梅最重要的驱动。另外，米高梅今年 9 月将在马萨诸塞州开设其首家赌场度假

酒店，未来还计划在日本发展。预计 2018 年拉斯维加斯度假酒店的收入会有适度增长，尽管一季度表现因会

议的时间性、建筑进度和去年曼德勒湾枪击事件的持续影响而有所下跌。随着蒙特卡洛成为 Park & Nomad，

这些负面因素下半年将有所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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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