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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 10 月份货币会议 ― 鲍威尔的“中期调整”难言结束 
美联储 10 月会议降息 25 个基点至 1.50%-1.75%，符合市场预期，为年内第三次降息。本次会议相对前次的

变化主要体现在两点：1) 会后声明中删除了“采取适当行动维持经济扩张”的措辞；2) 鲍威尔讲话指出“只

要市场环境仍维持在当前水平，未来就不太可能降息”。市场解读鲍威尔讲话可能意味着美联储自 7 月以来的

降息周期 (即鲍威尔所谓的“中期调整”) 已经结束。但我们认为，美联储的降息周期可能暂停但难言结束，

居民消费需求的下行明年可能表现得更为明显。 

其他摘要 

苹果 (AAPL US; 243.26 美元; 目标价: 289 美元) ― 服务收入创历史新高   

苹果发布坚实的 2019 财年四季度 (截至 9 月) 业绩及盈利展望，反映 iPhone 销售改善、服务和可穿戴设备走

强及中国业务趋势改善，并且预期明年增长将有所改善。服务销售额增长 18.4%，随着服务安装基础扩大、价

格上涨和新产品加入，增长有望持续。管理层指引 2020 年一季度销售增长 3.8%，为市场预期的中点，可能

反映了整体 iPhone 销量的持续疲软。尽管有汇率逆风的影响，新款 iPhone 的初始销售仍然稳定。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指出，中美贸易紧张局势似乎正在缓解，iPhone 11 在中国广受欢迎。降价、以旧换新计划和分期

付款共同推动了 iPhone 在中国的销售，预示未来反弹或可持续。 
 

脸书 (FB US; 188.25 美元; 目标价: 230 美元) ― 明年根基稳固 保持成本控制步伐   

脸书今年已证明了其成本控制的能力，虽然 2020 年的支出指引高于市场共识，但明年仍有控制支出的空间。

除了继续投资于安全和隐私，公司还计划扩充人手和营销。核心广告业务未受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依然表现

强劲。广告业务维持健康势头，继续驱动业绩增长，价格则应开始稳定下来。脸书 2020 年业绩有望转强，因

为随着向现实动态 (Stories)的过渡，增长的同比基础在下降。另外，使用 Instagram Checkout 进军电子商务

仍是一个发展机遇。靶向广告受限的潜在逆风会继续影响明年，但到目前为止这种影响力度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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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