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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伟达 (NVDA US; 202.39 美元; 目标价: 280.00 美元) 
游戏芯片库存过剩拖低四季度指引    
英伟达三季度收入令人失望，四季度指引更令人沮丧，反映出图形处理器 (GPU) 的库存过剩。收入前景比市

场预期低 21%。公司指引意味着游戏芯片业务按季下降 30%。库存最迟应在 2019 年四季度末或 2020 年一季

度恢复到正常水平，也许将令销售高出当季的一般水平。英伟达正在成为一家拥有图形处理、计算和深度学习

专业知识的平台提供商。用于高性能计算和云供应商的个人电脑游戏和人工智能是关键的增长动力。快于同行

的销售增速反映对游戏业务较高的预期。加密货币的风险在二季度已出现，三季度的直接影响现已降至零。新

的芯片产品为英伟达庞大的游戏和数据中心市场带来短期增长潜力。汽车也可能具有长期投资价值。 

  

其他摘要 

沃尔玛 (WMT US; 99.54 美元; 目标价: 125.00 美元) 
盈利前景：以良好势头进入假日季    
进入假日季节，沃尔玛所有业务都显示出强劲势头。保持低价、扩大数字服务、提高库存和改善客户服务的投

资为公司赢得了客户。在线杂货包括送货上门正在继续扩展，并在电商销售增长中发挥关键作用，预计全年可

增长 40%。虽然去年基数较高，今年四季度同店销售增速仍有望达到 3%，成为全年最高季度水平。由于价格

投资、运输成本上涨和电商销售增长等带来的变化，四季度毛利率将继续受到侵蚀。沃尔玛对数字化的投资及

强化核心业务的努力令公司处于独特的地位，可从全球电子商务的增长中受益。凭借在中国和印度的投资，公

司成了为数不多的能够参与全球规模最大、增速最快的市场的零售商之一。由于运营改善和较低的价格支持了

同店销售增长，公司的实体业务非常强劲。随着分类和交付指标的改善以及在线杂货采用率的提高，沃尔玛的

在线销售增长正在加速。 
  

脸书 (FB US; 143.85 美元; 目标价: 215.00 美元) 
脸书为诚信问题或需设立控股公司    
公众对脸书平台的信任受损，有报道称脸书试图诋毁自由派的慈善家 George Soros。同时，对安全问题的持

续挑战可能令公司很难将货币、Instagram 和电子商务等关键机会货币化，而这些是决定其长期增长的因素。

为了让收入更加多元化并方便部分加总估值，脸书可能需要建立类似 Alphabet 这样的控股公司结构。脸书目

前步入过渡期，持续投资于 Live Stories 和 Messaging 的货币化。由于减少对新闻植入广告的依赖，公司

2019 年增速应会放缓，同时将通过 Live Stories 提高广告客户的投资回报率。广告客户的参与度正在上升。付

费信息发送和 Instagram 上的电商都具有强大的发展前景，但可能需要几个季度才能看清它们对公司收入的贡

献。如果脸书可以找到货币化的方法，那么收入增长将加速，但过程不会一帆风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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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