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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士尼 (DIS US; 130.06 美元; 目标价: 155.00 美元) 
流媒体服务加大短期亏损    
迪士尼为其流媒体服务“迪士尼+”定价每股 6.99 美元，并瞄准 2024 财年全球用户达到 6,000 万至 9,000 万

的目标，显示出公司品牌的力量和对市场的吸引力。然而，迪士尼对重大内容的投资和营业费用的持续上升将

带来盈利压力，投资者对此应有所准备。流媒体产品 (包括 Hulu 和 ESPN +) 在 2023-24 年之前不会达到收支

平衡。迪士尼以 850 亿美元的企业价值收购了部分福克斯资产，令它在流媒体世界和直接面向消费者产品的深

度内容库中增加了分量。尽管如此，增加对“迪士尼+”的投资将压制短期盈利。尽管公司的电影业务强大，

票房优势无可争议，2019 财年仍可能受到高基数的挑战。ESPN 用户的损失正在通过虚拟服务稳定下来。

“星球大战：银河边缘”等新景点的推出将提振迪士尼乐园的收入。 

其他摘要 
富国银行 (WFC US; 46.49 美元; 目标价: 60.00 美元) 
盈利前景：不明朗因素增加，CEO 仍是关键    
我们预计，随着 2019 年成本预测得到确认、净利息收入预期下降 (一季度成本和净利息收入均不及预测)，富

国银行的估值短期内可能下跌。在业绩发布以及 2 月中旬讨论管理层 2％左右的指引之前，市场预期息收入下

降 1%，但实际降幅为 2%-5%。较低的利率、较平缓的曲线、竞争所致的贷款利差收缩、以及存款定价上升的

预期是富国银行的驱动力。在储备建设和预期释放之后，对准备金的预测可能会提高。至于 2019 年以后的目

标，则需等新首席执行官上任以及一个评估公司的合理时间框架才能制定和实施。额外的不确定因素是：近期

监管机构提出批评后，美联储何时会解除对资产上限的限制。 
 

摩根大通 (JPM US; 111.21 美元; 目标价: 135.00 美元) 
盈利前景：每股盈利超预期，稳定指引提升乐观情绪    
鉴于今年良好的开端，以及摩根大通对其主要、成本和信贷指标的稳定的指引，投资者增强了对公司达到或超

过全年预期的能力的信心。所用总资本回报率为 19%，高于 17%的目标水平。对投资银行而言，适度改善的

交易和健康的 4 月预示着良好的预期，尽管一季度增长预期的提升可能还需要更多的利好。核心贷款增长放

缓，符合对后周期的预测，但足够健康，可在利率环境变化的情况下支持利息收入稳定的指引。业绩显示环境

良好，准备金与预期基本一致，部分商业信用有所恶化。更好的资本市场收入和净利息收入带动收入超出预

期，而合预期的支出改善了成本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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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