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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集团 (C US; 67.38 美元; 目标价: 80.00 美元) 
盈利前景：收入回复增长对花旗集团至为重要    
提高收入对于花旗集团实现长期盈利目标至为关键，相对重要的固定收益交易业务进入了二季度，短期前景较

乐观，但消费者业务成绩依然不足。市场共识支持管理层二季度收入同比增长的预期，而且北美市场已度过了

希尔顿投资组合出售及美国品牌卡的关键时期，亚洲业务正在改善，虽然墨西哥业务因基数较高而比较低调。

今年预期净利息收入增长 20 亿美元、费用和开支同比持平，均应推动经营杠杆，尽管损失拨备值得关注。由

于消费者业务的成本随着季节和增长而上升，预计储备建设略少，一季度撇帐率因此高于预期。 

其他摘要 
高盛 (GS US; 199.91 美元; 目标价：250.00 美元) 
盈利前景：固定收益依然为焦点，并购保持领先地位    
二季度交易前景健康，这对高盛来说是个好兆头。新的管理层相当关注固定收益，该业务的下滑幅度大于行业

龙头摩根大通和花旗集团的核心业务，前者下跌 8%，后者则录得 1%的上涨。其他同行尚未公布业绩。高盛

股票交易的跌幅与规模较小的花旗相差无几，但超过了摩根大通的跌幅。管理层已看到交易商机，也提到一些

变化 (如商品)，并计划审定业绩回顾和未来一年的业绩目标。并购方面，高盛积极进行对话，所积压的潜在项

目数量达到历史高位，因此有望在行业中保持其并购收入健康的优势地位。一笔 3700 万美元的小额法律费用

显示 1MDB 的进展微小；提高效率的努力整体上应支持利润增长。 
 
美国电话电报 (T US; 32.02 美元; 目标价: 40.00 美元) 
出售 Hulu 标志着股息支付的安全性    
美国电话电报 (AT&T) 以 14.3 亿美元出售其在 Hulu 的少数股权，这增加了利用自由现金流进行股息支付的余

地。公司计划从出售 Hulu 和其他资产的所得中拿出 60 亿-80 亿美元，加上今年可支配自由现金流 120 亿美

元，用以偿还收购时代华纳所欠下的债务。凭借其将优质内容与大型无线基础、广告技术和宽带交付相结合的

能力，AT&T 正在将自己重塑为一家现代媒体公司。随着时代华纳交易的结束，公司通过可编程交换来提振数

字广告收入，同时运用分析在特纳网络上销售具有较强针对性的广告，并计划提升 HBO 和华纳工作室的产出

效率。尽管如此，AT&T 扩展核心通信 (包括移动、娱乐和有线) 收入的能力仍是最为重要的，因为广告仅占其

2018 年销售额的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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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