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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伟达 (NVDA US; 157.34 美元; 目标价: 220.00 美元) 

盈利前景: 销售指引已降低，但仍不易达致    
英伟达需要于 2020 财年二至四季度在各细分市场实现强劲增长，以保持销售额与 2019 年持平并接近管理层

的指引。这是可能的，但有许多事情要做：18%的库存积压必须迅速减少，中国市场必须能推动公司的游戏增

长接近长期内生增速，数据中心部门则需在第二至四财季实现约 15%的增长。英伟达售价较高的图灵架构及

其 RTX GPU 需被广泛采用，并为更丰富的产品组合提供动力。在能见度低、中国经济疲软、以及云计算支出

不足的情况下，所有这些似乎都难以实现。市场共识将主要受 2020 年第四财季增长的影响。2019 财年第四季

的销售额为 22.1 亿美元，与管理层下调后的指引相符。预计今年首季收入为 22 亿美元，而 2020 全年销售额

可能同比持平或略低于 2019 年的 117.2 亿美元。尽管公司 2019 财年第四季度的销售额达到了经调整的指

引，但我们仍有两个主要担忧：中国经济放缓和云支出削减可能会对游戏芯片销售和云服务器供应链构成压

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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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摘要 

脸书 (FB US; 162.50 美元; 目标价: 190.00 美元) 

相比后续发展，FTC 的罚款并非最关键的事件    

有报道披露，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正在就脸书的隐私侵权行为进行数十亿美元的罚款谈判，但我们认为，即便

罚款超过 10 亿美元，其重要性也不如监管机构针对脸书将信息与 Instagram 整合的计划所采取的措施。谷歌

在一个季度内消化了欧盟对其 50 亿美元的罚款。监管机构对消息平台整合的阻扰可能令公司增长落后于预

期。我们估计罚款之后，美国监管主动干预的可能性很小。脸书迈入过渡期，追求 Live Stories 和消息的货币

化。由于公司对新闻播送的广告依赖度减轻，预计业绩增速将放缓，同时脸书通过 Live Stories 提高广告商的

投资回报率，Live Stories 的参与度也正在上升。前景强劲的付费消息和 Instagram 的电子商务可能需要几个

季度才能提高收入的可见度。 

联邦快递 (FDX US; 179.30 美元; 目标价: 250.00 美元) 

C-Suite 离职后，公司执行有望保持良好    

我们认为，从根本上来说，市场不应该增加对联邦快递整合 TNT、管理层离职、及亚马逊更强的竞争力等问题

的关注。与 XPO 大量客户流失 (我们认为流向亚马逊) 相关的担忧也是不必要的，而新的首席运营官应会成为

有效的首席执行官。联邦快递面临的主要风险包括：亚马逊建立自己的交付业务、贸易摩擦日益紧张、以及美

国境外经济活动放缓。公司 2019 财年第二季的财政表现令人失望，主要归咎于欧洲的疲软和中国经济增速放

缓，这掩盖了地面和货运部门的强劲表现。前任首席执行官去年 12 月离职之后，Fred Smith 的继承人也意外

地离开了公司，这可能引发投资者对 TNT 整合的担心。我们预计新任命的首席运营官 Raj Subramaniam 将成

为联邦快递的下一任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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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