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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电话电报 (T US; 32.49 美元; 目标价: 40.00 美元) 
与 Dish 卫星的交易可带来更多频谱    
据彭博社报道，美国电话电报 (AT&T) 有可能与 Dish 卫星合并两者旗下的卫星业务，这对 AT&T 来说应该是

合乎逻辑的，因为 Dish 可以向 AT&T 提供大量频谱，用于后者的 5G 网络扩建。两家公司还可以联手建立全

国性的 5G 网络。这样的交易还可降低 AT&T 在卫星业务的风险，该业务处于长期下滑状态。凭借把优质内容

与大型无线基础、广告技术及宽带交付相结合的能力，AT&T 正在将自己重塑为现代媒体公司。随着时代华纳

交易的结束，AT&T 通过可编程交换提高数字广告收入，并使用分析在特纳网络上销售针对性较弱的广告。公

司计划扩大 HBO 和华纳工作室的生产率。AT&T 扩展核心通信 (包括移动、娱乐和有线) 收入的能力仍最为重

要，因为广告仅占其 2018 年销售额的 2.6％。 

其他摘要 
美国能源 ― 很难想象还有继续下跌的空间 
夏季天然气的需求固然不及冬季，但对冷却的巨大需求也有助于供需平衡、天然气价格和股票估值。虽然产量

增速放缓令美国储量低于其长期平均水平，但在过渡季节通常较低的需求下，市场的负面情绪却在加强。结构

性和需求的变化印证了我们基本面长期趋紧的观点。我们依然预计库存将维持在长期平均水平以下，因此天然

气储存增长可能大幅放缓的预期不会影响我们对长期前景的乐观态度。我们认为当前工业生产增速慢于去年的

创纪录步伐，而且还在放缓。在截至 5 月 31 日 (包括阵亡将士纪念日假期) 的一周内，天然气注入储存量为

119 亿立方英尺，超出了市场预期和 102 亿立方英尺的五年标准注入量。预计未来 8-14 天，美国东部、中西

部和大部分平原地区的气温将低于往年，应不会激发在过渡季已显著平缓的情绪或基准变化。如果天然气储量

增速与五年平均水平相符，那么储量将在 11 月 1 日达到 3.46 万亿立方英尺，比传统供暖季节低约 240 亿立方

英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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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