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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威半导体 (AMD US; 33.03 美元; 目标价: 35 美元) 
市场份额增加   
超威半导体三季度计算和图形处理销售同比增长 36%，抵消了小型企业、嵌入式和半定制业务部门的逆风，

预计逆风会在明年二季度前有所减弱。个人电脑 CPU、GPU 及数据中心的市场份额有望持续扩展，但季度服

务器 CPU 销量环比增长 50%。强劲的企业电脑需求以及阿里巴巴 (BABA US) 和谷歌等公司增购云服务器将

驱动业绩。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 CPU 和 GPU 的价格上涨带动产品整体售价上升，提高了三季度销售额，

预计趋势可持续到四季度和 2020 年，有助于毛利率扩张。该股目前估值为 2020 年预期市盈率 31 倍，较高的

市场预期仍是股价未来上行的主要障碍。 

其他摘要 

万事达卡 (MA US; 274.29 美元; 目标价: 310 美元) 
三季度强劲 市场仍忧虑未来能否持续   

鉴于欧美经济、英国脱欧和中美贸易战的不确定性，万事达卡三季度的强劲业绩未来能否持续是目前投资者唯

一的担忧。上述不利因素可能令万事达卡的交易量在三季度大涨 14%后不能维持强劲，同时也可能抑制对外

汇敏感的跨境交易和其他收入的增长，这些收入三季度增长了 30%，主要归功于网络安全和数据分析服务，

但这些业务可能具有周期性。正面因素包括四季度推出了 Bill Pay Exchange 和 Mastercard Track 的 B2B 支

付，以及上半年推出了“Click-to-Pay”，它们的规模将随时间逐渐扩大。考虑到当前的宏观经济环境，公司

早前发布的三年展望–收入以低双位数速度增长，非通用会计准则每股盈利以高双位数增长–在 2020 年应仍

可实现。预期四季度收入增长加速，但并购业务的营业利润率可能按季下滑。 
 
恩智浦半导体 (NXPI US; 114.41 美元; 目标价: 135 美元) 
移动及 ADAS 芯片助力销售   

恩智浦半导体近期业绩的动力主要来自移动和高级辅助驾驶系统 (ADAS) 芯片业务，其传统的汽车微控制器和

以亚洲为重点的工业芯片的核心产品组合可能仍受宏观经济疲软的抑制。先进的汽车芯片、适用于 5G 基站的

RF 电源解决方案以及中国 OEM 和苹果 (AAPL US) 的移动钱包电话芯片有望支持未来几个季度的销售。目前

公司的销售增长率仍维持在 5-7%，毛利率增速也稳定在 55%，但预计 2019 年全年的增长速度会较低，产能

利用率仍是利润率增长的障碍。管理层认为芯片供应链的增长缓慢但稳定，中美贸易协定如能落实应有助于

2020 年的销售和每股盈利增长，但四季度扩张则不太现实。公司三季度销售额为 22.7 亿美元，每股收益 1.78
美元，四季度销售指引与市场共识相符。我们上调目标价至 135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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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