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资咨询服务 
中信证券经纪 (香港) 有限公司 

 美 国 股 票 今 日 重 点 推 介  
2019 年 11 月 6 日 

 

IMAX Corp. (IMAX US; 21.68 元; 目标价: 30 美元) 
成本控制提高利润率  海外业务推动销售    
IMAX 继续发展其核心业务的同时亦开拓新的战略计划，使今年三季度业绩令人惊喜。美国以外地区与众不同

的观看体验和强劲的增长势头将促使 IMAX 2019 年票房收入实现低双数增长，高于 2018 年的 6%。得益于更

多本地电影和不断地扩大覆盖地区，中国的平均每块银幕票房可能会有所提高。IMAX 的网络业务是可变的收

入来源，其中包括电影的数字媒体重制 (DMR) 和收入分成协议，这使公司获得了一定比例的门票收入。得益

于新的激光放映系统，预期 2019 年的安装数字将从 2018 年的 172 家上升至 185-190 家影院 (包括升级)。经

过几年受压，由于票房强劲和成本纪律，IMAX 的利润率今年有望扩阔至 41-42%，建议关注。 

其他摘要 

先锋自然资源 (PXD US; 135.86 美元; 目标价: 225 美元) 
高产量低成本将持续  强劲股息可期    
先锋自然资源三季度的高产量和低成本很可能会持续下去，第四季度的指引预示着日产量将超过 35.2 万桶，

支出减少约 1.5亿美元。更高的四季度产量很可能是由天然气和 NGL推动的。重要的是，公司在设备方面的支

出减少了约 1 亿美元，这比计划时间提前了一年。我们对公司回购 2 亿美元股票的计划并没有特别兴奋，公司

的回购计划还剩余 13 亿美元。我们期待更强劲的股息，伴随明年更强劲的自由现金流增长，并且债务依然处

于控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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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