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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士尼 (DIS US; 116.00 美元; 目标价: 140.00 美元) 
并购后将可向消费者直接提供串流媒体服务    
除了完成福克斯交易及相关整合外，迪士尼 2019 财年的重点是对将在 2019 年年底推出的直接面向消费者的

产品进行投资。公司在电影和乐园等细分市场业绩优异，令第四财季 EBITDA 增长 17%，推动 2018 财年全年

业绩强劲。由于去年飓风艾尔玛的影响，乐园的同比基数较低。媒体网络将继续受到 BAMTech 投资的压力。

随着虚拟多声道视频节目发行商的采用率提高，ESPN 的用户数量下降速度已放缓，而 ESPN +流媒体平台受

到关注。2019 财年首季，公司在电影方面将面临严峻的比较基础，ESPN 体育节目成本和流媒体投资也将带

来挑战。迪士尼以高达 850 亿美元的企业价值收购了部分福克斯资产，令其在流媒体世界和直接面向消费者产

品的深度内容库中的重要性有所增加。考虑到电影在 2018 财年空前靓丽的成绩，所以即便 2019 财年有强大

的电影名单和无可争议的票房优势，该部分可能仍将受高基数的影响。 
  

其他摘要 

微芯科技 (MCHP US; 74.45 美元; 目标价: 125.00 美元) 
盈利前景：走在疲弱周期之前    
微芯科技正在积极管理运营和库存，为在半导体市场稳定时迅速反弹做好准备，虽然行业复苏的时机尚不明

朗。公司三季度销售较预期低 5%，反映市场需求较温和，与同业表现相符。三季度之后的能见度依然有限，

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关税可能上调至 25%，进一步为前景蒙上阴影。尽管如此，管理层提早对具挑战的需求环

境做出积极反应，令人鼓舞。公司比预期更快地清理了多余的 Microsemi 库存，并收紧了渠道库存，同时积极

管理成本。这些应会为公司在市场需求改善的情况下带来良好的销售反弹。微芯科技的目标是提高来自广义半

导体市场的收入，并在未来几年内实现双位数的盈利增长，这得益于近期收购的销售和运营规模的扩大。在价

值 170 亿美元的微控制器芯片市场上，微芯科技领先同行，2020 财年的销售额有望接近 60 亿美元。 
 

永利度假村 (WYNN US; 99.02 美元; 目标价: 160.00 美元) 
盈利前景：稳健的三季度过后，高端客市场有所放缓    
永利的澳门四季度前景转弱，因为 10 月黄金周假期以来贵宾客减少，高端大众客投注量下降。令人失望的前

景掩盖了三季度新物业澳门永利皇宫 (Wynn Palace) 的强劲下注以及旗舰店稳定的赢率。管理层对四季度澳门

每日 EBITDA 的预期为 330 万至 370 万美元，预期范围的中点比三季度的实际结果低 21%，三季度永利的澳

门博彩增长速度超过了市场整体。公司在澳门的发展计划包括在永利皇宫增设 1,370 间客房。在拉斯维加斯，

永利将重新开放其高尔夫球场，并在 2021 年之前完成一个新的会议中心和度假村。三季度，永利澳门半岛和

路凼赌场赢额增长 17.7%，超过市场整体 10%的增速；永利皇宫和永利澳门的贵宾赌注共上涨 9%，高于澳门

整体贵宾市场赢额 4%的升幅。 
 

江森自控 (JCI US; 34.48 美元; 目标价: 50.00 美元) 
2019 财年首季销售加速增长    
江森自控增加投资和销售人员开始带来回报，公司有望在 2019 财年保持其增长势头。建筑技术占总销售额

75%，今年内生销售增长 8%，所有部门订单增长 8-10%。随着交易量的增加、泰科合并产生协同效应、以及

公司对增长的稳定投资，建筑业务的利润率应得到改善。电力解决方案在艰难的比较基础上仍实现了 2%的增

长，但利润率和运输成本上升令利润受压并可能持续下去。销售人员的增加稀释了 2018 年建筑的利润，但对

2019 年而言应是净利好。事关电力部门命运的决定被意外推迟，但管理层表示审查已进入最后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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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