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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士尼 (DIS US; 148.72 美元; 目标价: 180 美元) 
Disney Plus 强势上线    
迪士尼旗下流媒体服务 Disney Plus 在第一天上线就得到 1,000 万订阅用户的成绩，足以反击对流媒体发展方

向持保留态度的投资者的反对声音。Disney Plus 似乎有条件超越公司五年内获得 6,000-9,000 万订阅用户的指

引，抢占全球流媒体市场的主要份额。反观其竞争对手 HBO Now 花费了大约四年时间才能达到约 1,000 万订

阅用户的成绩。迪士尼早前以 850 亿美元的企业价值收购了 21 世纪福克斯的娱乐资产，这使迪士尼在流媒体

和直接面向观众提供的内容中增加了分量。然而，对 Disney Plus 的投资和福克斯的整合将使短期盈利承受压

力。电影的业务表现一直很出色，未上画的大型制作可以确保票房继续保持主导地位，不过福克斯电影制片厂

将是拖累。虽则 ESPN 面临消费者对有线电视支出减少的风险，但订户流失正在回稳。主题公园应该在新景点

推出的支持下平稳增长。 

其他摘要 

耐克 (NKE US; 91.26 美元; 目标价: 110 美元) — 终止亚马逊网站试点    
我们认为耐克 (NKE US) 决定终止其亚马逊 (AMZN US) 网站试点的目的是为了更加专注于直接面向消费者业

务，这是其实施 “三重翻一番” 战略的关键。我们仍然相信，耐克将 33%销售数字化的目标可以在 2022 财年 
(截至 5 月) 之前实现。耐克在直销、速度和创新方面实施的 “三重翻一番” 战略有望令销售额到 2022 年以高单

位数速度增长。首席执行官约翰·多纳霍在科技行业的经验可能会帮助耐克超越其到 2022 财年将销售数字化占

比翻一番的目标。中美贸易战及中国进口关税对公司不利，但预期未来可以缓解。我们认为中国和女性市场提

供的销售潜力最大。缩短交货时间、消除效果甚微的最小存货单位以及下一阶段数字化将帮助公司迅速捕捉市

场潮流并减少销售折扣。 

前进保险 (PGR US; 71.67 美元; 目标价: 79 美元) — 利润率受到挤压 但仍处于良好水平    
前进保险最近的整体承保亏损率是 2016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但上升趋势可能会继续。个人汽车保险的价格压

力正在损害利润率，虽然仍然优于同业，但差距正在缩小。我们认为竞争不会减弱，因为现时的利润率仍然为

汽车保险公司带来可观的回报。过去，前进保险成功地改善了商用汽车保险的获利能力问题，比竞争对手更成

功，但 97％的综合成本率远高于 2019年的平均水平。保费增长约 12%，高于同业，但低于公司 2017-18年的

高双位数增长。在现时环境下前进保险很难重燃增长，进入小型商业市场等举措将需要时间才能取得回报。我

们下调目标价由 84 美元至 79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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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