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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 股 票 今 日 重 点 推 介  
2017 年 11 月 10 日 

英伟达 (NVDA US; 205.32 美元; 目标价: 245.00 美元)  
高销售增长合乎高期望    
英伟达已由一个分立芯片供应商发展为图形处理、计算和深度学习的平台供应商。公司以这一身份携手专家、

系统制造商和合作伙伴，逐步建立起人工智能信誉，这些人工智能应用于游戏、医疗保健、汽车等多个行业。

所有细分市场的销售都迅速增长，惟数据中心增速可能正在放缓，这令市场降低了预期。英伟达的数据中心和

汽车都有增长力，如果动力加强，收入的增长将减轻游戏图像处理器的销售周期性影响，但未来销售增速可能

有波动。另外，目前该股市盈率高于历史水平，亦超过了同行。 

  

其他摘要 
 
埃克森美孚 (XOM US; 83.97 美元; 目标价: 96.00 美元)  
现金流恢复，加大资源投入   
随着埃克森美孚的自由现金流从谷底回升，管理层重新聚焦增长。在增添重大项目和现金流量提升的背景下，

公司未来可能继续追求低成本资源。一直以来，埃克森美孚都是石油巨头中最具侵略性的收购者，在液化天然

气、二叠盆地和巴西都有并购活动。公司表示目前正在收购挪威国家石油公司 (Statoil) 属下的卡尔卡拉 

(Carcara) 盐下勘探项目，并已成为相邻地块的中标者之一。公司宣布三季度经调整每股盈利 93 美分，高于市

场预期；日产量近 390 万桶油当量，环比下降 1%。视莫桑比克交易的完成情况而定，资本支出应符合或低于

220 亿美元的指引。 

   
美高梅度假村 (MGM US; 32.75 美元; 目标价: 36.00 美元)  
增长中断之后重新加速    
拉斯维加斯 10 月 1 日的大规模射击令不少客房预订被取消，但现在预订重新加速增长，2018 年会议订房依然

强劲。美高梅金光大道将于 2018 年 1 月开幕，预计收入可缓解一季度的增长压力 (因 2017 年 3 月博览会到访

人数众多，同比基数高)。一季度之后，客房需求和每可出租房收入均有望加速增长，原因是会议用房需求的

同比基础下降，蒙特卡罗建筑中断的影响也将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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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