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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士尼 (DIS US; 137.96 美元; 目标价: 180 美元) 
聚焦 Disney Plus    
迪士尼 2019 财年四季度 (截至 9 月) 业绩超预期，随着 11 月 12 日 Disney Plus 的推出，预期这一势头将持续

到 2020 财年。与四财季类似，“魔雪奇缘 2” 和 “星球大战 9：天行者崛起” 的表现将推动一财季的业绩增长。

即使传统业务发展顺利，但投资者的关注点仍在 Disney Plus 及其早期订户数目增长。不过管理层指出流媒体

投资将削弱利润，一财季营业收入估计减少 8 亿美元。媒体网络的业绩同比有所下降，营业收入下降了 3%，

但优于预期的下降 10%。尽管香港的游客数目下降，但主题公园的增长仍然强劲，公司希望借助 “星球大战” 
景点来增加美国国内游客量。仍建议关注。 

其他摘要 

汽车之家 (ATHM US; 73.23 美元; 目标价: 92 美元) — 转变为 AI 平台    
我们参加了汽车之家的首个投资者日，管理层展示了公司的大数据功能和智能解决方案。公司再次强调了其在

汽车垂直媒体中的领先优势，远远抛离同业。由于汽车渗透率较低，管理层仍看好中国的汽车市场。汽车之家

已经从纯粹的垂直媒体转变为 AI 平台。公司的智能解决方案使营销之外的整个汽车价值链得以实现。公司智

能电话营销已经非常流行，新数据产品包括智能新车发布会、大数据产品 “车智云” 和智能销售。To-C 模式和

海外扩张可能会增加新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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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