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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进 (AMGN US; 194.91 美元; 目标价: 221 美元)  
收入料将符合预期    
安进预计 2018 年四季度实现收入 58 亿美元，全年收入 233 亿美元，略低于其指引范围 232-235 亿美元的中

间点。虽然现时公司旗下肾透析患者甲亢药 Sensipar 的仿制药及治疗慢性肾衰贫血药 Aranesp 的生物相似性

药品 Retacrit 等竞争药物尚未推出，指引的低端已在最大程度上反映了竞争的潜在影响。迈兰制药 (MYL US) 

以 33%的折价推出了安进旗下治疗癌症并发症 Neulasta 的首个生物仿制药 Fulphila，但安进将 60%使用

Neulasta 的患者转换至家用可穿戴在手臂上的片状一次性注射系统，这项差异将减轻影响。目标价 221 美

元，建议关注。 

  

其他摘要 

美国媒体行业 
《无敌破坏王 2: 大闹互联网》假日票房可达 5,200 万美元    
迪士尼 (DIS US) 的动画续集《无敌破坏王 2: 大闹互联网》虽然不会击垮其竞争对手，但预计该电影会成为感

恩节假期的票房主打。电影将于 11 月 21 日星期三上映，预计周五至周日的票房可达 5,200 万美元，而且可能

持续叫座，在美国国内有望获得超过 2 亿美元的收入。2012 年《无敌破坏王》第一集在首映期票房销售为

4,900 万美元，之后在美国实现票房 1.89 亿美元，在全球更高达 4.71 亿美元。其他即将上映的电影包括米高

梅控股 (MGMB US) 的《金牌拳手 2》，预计可带来 3,400 万美元的收入，而狮门娱乐 (LGF/A US) 的《罗宾

汉》则可能赚到 900 万美元。这些影片将面临来华纳出品的《神奇动物 2》的竞争，《神奇动物 2》上周末开

幕，票房已达 6,20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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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