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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士丹利 (MS US; 53.26 美元; 目标价: 70.00 美元) 
盈利展望：首季强劲  利好目标    
摩根士丹利今年一季度业绩普遍超预期，经常性财富收入可能继续支持公司实现其盈利目标。投资银行业务管

道健康且多元化，但地缘政治仍有风险，承保和咨询收入普遍跑赢同业。交易收入的强度可能受预期中的季节

因素影响而走弱。摩根士丹利 26.5%的税前利润财富毛利率在 26%-28%的预期范围内，尽管存款成本上涨受

到关注。首席执行官 James Gorman 表示，公司对开支的控制“有力，但不是无情”，这显示未来将有更多

削减成本的机会。资本测试是银行的下一关键事件。2018 年艰难的测试是下一个障碍，虽然美国的监管提议

可能形成顺风。 

  

其他摘要 
 

高通 (QCOM US; 55.23 美元; 目标价: 80.00 美元) 
恩智浦并购延迟，高通开始裁员    

高通公布的加州裁员计划可为公司节省 10 亿美元的成本并支持盈利增长。其前任首席执行官也许正考虑对该

公司进行杠杆收购。在完成恩智浦交易方面，高通可能面临更严厉的中国监管。公司业务趋势负面，但被苹果

诉讼和全球监管行为所掩盖。博通的恶意竞购应不是一个选项，取而代之的可能是管理层的杠杆收购。尽管诉

讼以及手机制造商使用自制芯片会影响许可证收入和销售，但高通预计 2019 年每股盈利至少 5.25 美元，并

“很有信心”能达到 7.13 美元。恩智浦交易的完成和苹果诉讼的和解将为每股盈利带来上行空间，令其远超

2018 年 3.38 美元和 2019 年 3.83 美元的市场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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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