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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士尼 (DIS  US; 114.16 美元; 目标价: 140.00 美元) 

福克斯业绩坚实  为迪士尼提供动力    

福克斯超乎预期的业绩将为新老板迪士尼提供积极的基调，特别是影片制作的利润显著上扬。另一亮点是天空

印度，其国际广告凭藉 IPL 板球电视广播一举跃升 55%，联营公司收入也录得 12%的增幅。迪士尼的国内有

线网络同样令人鼓舞，联营费用和多数流媒体服务的流量增长健康良好。市场焦点即将转向福克斯出售后的剩

余资产，这些资产将构成新福克斯，以今年秋季 NFL 周四晚间比赛开播为起点，成为一个强大的新闻、体育

和广播提供商。福克斯要等到 9 月 22 日才能提交对天空的新的竞价，其目前出价为每股 14 英镑，不及康卡斯

特的 14.75 美元。 

 

其他摘要 
 

美国国际集团 (AIG US; 52.00 美元; 目标价: 72.00 美元) 

2019 年每股盈利中的承销增长被低估    

美国国际集团的承保有改善，应可推动公司经调整每股盈利达到 6.00 美元，比市场共识的 5.61 美元高 7%，

并超出指引高端的 5.93 美元。我们认为分析师低估了公司核心商业线的盈利能力拐点以及收购 Validus 所带来

的好处。财产及伤亡保险收益强劲，多年的重组看到了结果。我们预计公司的 2019 年业绩前瞻将远高于当前

市场共识。今年下半年，更严格的承销业务和行业定价的改善将越来越明显，推动明年承保收入上涨。此外，

正在实施的成本计划将为 2019 年首季利润增长做出贡献。管理层预计承保今年年底将录得正盈利，保费扭转

多年低迷的趋势。尽管如此，分析师仍对公司潜力持谨慎态度，这部分反映了公司长期储备不足。 

  

埃克森美孚 (XOM US; 80.32 美元; 目标价: 96.00 美元) 

五大增长支柱将再现光辉    

埃克森美孚的五大增长支柱是现任首席执行官 Darren Woods 与其前任 Rex Tillerson 在政策方面的分水岭，

它们令公司回到其大型项目的经营传统。这五项资产都是 2014 年油价下跌和 Tillerson 随之退休以后才被收购

或重新发掘的。在 Darren Woods 的领导下，经过数年对发达国家高成本、长寿命项目的专注，埃克森美孚正

在回归其根源，运营前沿市场的大型项目。这一策略有望改善回报率，并可能使公司估值再次获得溢价。新的

项目有较高的国家风险，但同时因资源基础巨大、入门成本低、劳动力及资源的竞争较温和而拥有显著的上升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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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