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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大通 (JPM US; 104.87 美元; 目标价: 135.00 美元) 
摩根大通的盈利能力不仅仅意味着市场领先地位    
我们认为摩根大通的市场领导地位应支持其盈利能力和利润额，尽管美国和全球经济的地缘政治及风险值得关

注。摩根大通推崇业务模式带来的收入协同效应和多样化，虽然其资本市场特许经营权和规模令监管要求更

严。创纪录的收益反映了健康的收入和强劲的信贷在晚周期发挥了作用，税收变化也带来了额外的推动。 我
们依然期待 2019-20 年摩根大通的股权收益率将维持其 2016-18 年间在全球投行中的领先优势。 

其他摘要 
埃克森美孚 (XOM US; 81.93 美元; 目标价: 100.00 美元) 
五大增长支柱回归辉煌时代    
埃克森美孚的五大增长支柱标志着 Darren Woods 接替前任首席执行官 Rex Tillerson 之后公司策略的转变，

这些支柱将引领埃克森美孚重振其大型项目运营商的雄风。五项资产都是在 2014 年油价下滑和 Tillerson 退休

之后收购或发掘的。在首席执行官 Darren Woods 的领导下，公司在多年专注于发达国家高成本、长寿命资产

之后，通过主要经营前沿市场大型项目而回归其根源。这一策略应带来更高的回报。积极的观点认为埃克森美

孚的估值将再次获得高于同行的溢价。这些项目的国家风险较大，但在广泛资源基础、入门成本以及劳动力和

资源竞争方面有巨大优势。多年来，在 Kashagan 和 Gorgon 液化天然气等主要开发项目中，埃克森美孚的角

色都是非运营合作伙伴，现在它正在收回控制权，将拥有其五大增长支柱项目中的占绝大部分。这五个项目是

二叠纪页岩项目、在圭亚那和巴西的深水项目、以及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莫桑比克的液化天然气项目。 
  

富国银行 (WFC US; 48.14 美元; 目标价: 60.00 美元) 
首席执行官人选将开启新篇章    
富国银行仍在应对从 2016 年起因销售行为不当被罚款的影响，公司今年 3 月开始从外部寻找首席执行官，这

可能是结束这一长串事件的起始。2018 年有一些积极进展，解决了多项销售行为诉讼和更广泛的调查，美联

储也没有定性否定其资本计划。提高分红比率和对成本的关注是我们预期富国银行将改善股本回报的主要原

因。估计美联储可能会在 2020 年初提升资产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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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