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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材料 (AMAT US; 39.10 美元; 目标价: 60.00 美元) 
创新有助抵挡短期逆风    
应用材料可能在 2020 财年或 2020 年实现其目标收入 196 亿美元。在人工智能和自动驾驶发展的背景下，公

司的芯片设备产品引领行业满足先进芯片日益增长的需求，而此优势应可抵御芯片市场的短期收缩，降低贸易

不确定性风险。按计划，位于纽约州北部研发中心的材料工程技术加速器 (META) 应在 2019 年加速材料工程

和技术开发的创新。公司有望提高运营利润率，因为它在生产芯片制造设备方面 –如用于薄膜沉积 (溅射) 和

材料去除 (化学机械抛光) 的工具等 – 几乎没有竞争对手。 

  

其他摘要 

京东 (JD US; 23.96 美元; 目标价: 24.00 美元) 

面临竞争、市场饱和及经济疲软    
面对一系列基本挑战，京东 2018 年四季度销售增长很可能缓慢疲弱，同时经营亏损扩大。由于电商平台竞争

加剧，而且京东在一线和二线城市的主要市场用户渗透率接近饱和，管理层可能难以扭转三季度 (自 2014 年

上市以来首次) 活跃客户连续流失的局面。京东电商平台依赖电子消费产品和家用电器等大件耐用品，而中国

消费情绪低落会削弱销售。物流成本，尤其是第三方业务成本的上升可能会令四季度电商高峰期的经营亏损恶

化。公司将于 2 月 28 日公布四季度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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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