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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际集团 (AIG US; 53.65 美元; 目标价: 72.00 美元) 

盈利前景：为持续盈利奠定基础     

美国国际集团需要时间转向，但首席执行官 Brian Duperreault 和他所选定的团队在这方面颇有经验。 虽然大

量亏损和投资业绩恶化频现，动摇了二季度业绩，但管理层正在采取行动重新定价、缩减业务规模并收紧风险

敞口。这些步骤应在未来几个季度开始实施。美国国际集团的目标依然在 2019 年初恢复承保盈利能力。集团

正在削减总部成本，将费用率降低 2 个百分点。跟 Validus 的交易有望将综合比率再提高 1 个百分点，而再承

销业务也将进一步增加。 令人鼓舞的是，储备审查至今没有发现重大问题，虽然审查还未全部完成。 

 

其他摘要 
 

Alphabet (GOOGL US; 1238.16 美元; 目标价: 1400.00 美元) 

YouTube 及移动广告热潮推动激增    

随着第二波收入流的发展，移动广告的销售成了 Alphabet 盈利的主要驱动，而云服务、硬件和 YouTube 将成

为越来越重要的收入来源。随着谷歌扩大销售人员和合作伙伴渠道，云提供的动力尤为突出。流量购置成本的

增长可能从二季度起开始放缓，而基础设施扩张或许会加速提高运营成本。随着移动搜索量、YouTube 以及

程序化广告的增长，Alphabet 的销售增速有望持续。向苹果等分销商购买流量的费用增速有所放缓，这降低了

净收入增长面对的主要风险。在云基础设施、硬件和人工智能技术等方面短期支出增加将支持 Alphabet 的长

期增长前景。  

 

美国科技 ― 高通-恩智浦交易落空的警示    

高通因无法获得中国许可而被迫中止合并恩智浦，这增加了其他任何美国公司完成需中国批准的交易之风险。

如果贸易紧张局势令中国不采取行动，其他并购很可能也将受中美关系的影响。中国监管并购的机构 (SAMR)

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批准该交易，这似乎与纯反垄断问题无关。在过去类似的并购中，SAMR 都迅速接受了对

合并可能引致的问题的补救办法。贸易战更可能是导致 SAMR 不采取行动的原因，所以其他类似交易同样可

能被这股更强大的政治力量所绑架。需要获得 SAMR 许可的并购包括迪斯尼-福克斯 (期限至 2019 年 12 月 13

日)、KLA-Tencor-Orbotech (2019 年 6 月 18 日) 和 UTC-Rockwell (2019 年 3 月 4 日)。Reorg 研究报告称，

参与 UTC-Rockwell 审查的消息人士并不认为贸易紧张局势会影响审批结果。博通收购软件公司 CA 科技则无

需中国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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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