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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伟达 (NVDA US; 159.56 美元; 目标价: 220.00 美元) 
游戏更健康; 云图形处理器仍然不温不火    
英伟达的游戏图形处理器芯片的销售额二季度环比增长 25％，显示公司关键部门有所复苏。游戏可能在三季

度及其后继续稳步增长，但竞争激烈的 AMD 图形处理器、宏观疲软和关税增加可能抑制这一趋势。二季度，

数据中心环比温和增长 3％，需要更高的云支出的支持；汽车芯片销售环比上升 26％，但未来仍可能有波动；

整体利润率可能扩大。英伟达正在成为一家拥有图形处理、计算和深度学习等专业知识的平台提供商。用于云

供应商的高性能计算的个人电脑游戏和人工智能是增长的主动力。在贸易战、图灵体系结构升级周期和人工智

能芯片消费的背景下，公司计划收购 Mellanox，这有望令 2020 财年数据中心销售额增加近 14 亿美元，但同

时监管问题近期可能分散注意力。市场估计英伟达 2021 年销售增长超越同行，预示游戏和数据中心可能出现

大幅反弹，但若数据中心并没有强劲的扩张，市场共识则可能略微下调。 

其他摘要 

应用材料 (AMAT US; 46.63 美元; 目标价: 60.00 美元) 
盈利前景：销售额可能从三季度起开始增长    
应用材料第四财季销售额可能录得同比下跌，但环比可能上升。由于芯片客户的需求稳定，半导体系统的销售

额可能从第三财季低个位数的水平攀升。公司预计，内存芯片客户需求疲软以及逻辑和代工客户需求强劲的情

况可能会持续到 2019 财年。显示设备的销售或在触底后，从第四财季开始逐步恢复。由于内存客户正在降低

工厂的开工率，公司全球服务部门的销售额或同比略降。管理层预计第四财季销售环比增长 3.5％，非 GAAP
毛利率从第三财季的 44％小幅下滑至 43.5％。虽然公司 2019 年销售额可能同比下降，但速度有望在年底前

趋缓。与同行相比，应用材料的研发费用最高，公司有望凭借其在半导体生产设备中的主导地位，获得良好的

长期利润增长。鉴于其独特的解决方案提供商的业务模式，以及在半导体材料方面卓越的技术专长，公司有能

力将股本回报维持在 40％的高水平。 
 
美国杂货店行业 
亚马逊难以战胜沃尔玛的杂货优势    
沃尔玛 (WMT US) 可以捍卫并扩大其杂货市场份额，与亚马逊 (AMZN US)、Kroger (KR US) 等进行有效竞

争。公司的规模支持定价能力，在线杂货服务的推出 (包括送货上门) 吸引了时间紧迫的消费者。新鲜农产

品、肉类和自有品牌产品的质量有所提升。沃尔玛在杂货方面的能力以及 “点击-购买” 选项的扩展将令亚马逊

很难快速提高在食品杂货市场的份额。沃尔玛有 4,750 多家商店，遍布全美，去沃尔玛购物对 90％以上的美

国家庭来说都相当方便。杂货店业务在沃尔玛美国收入的占比高达 56% (1,780 亿美元)，公司将通过低价、质

量改善和便利的服务积极维护其市场份额。相比之下，亚马逊对杂货业务依然精通不足，尤其在新鲜食品方

面，对 Whole Foods 的管理也乏善可陈，并未形成市场预计的行业威胁。此外，沃尔玛也在迅速扩大送货上

门服务，进入亚马逊可能占优势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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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