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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 (BABA US; 176.46 美元; 目标价: 240 美元) 

2020 财年上半年增长领先全年指引    

阿里巴巴 2020财年二季度 (截至 9月) 业绩超预期，总收入同比增长 40%至 1,190亿元人民币，较预期高 2%。

调整后的息税摊销前利润 (Ebita) 同比增长 39%至 320 亿人民币，较预期高 4.5%。增长受核心业务如客户管理

和网上交易佣金收入所驱动，同比增长 25%，调整后的 Ebita 利润率为 70%。新业务亏损增幅放缓，阿里巴巴

在下半财年计划继续改善用户体验和参与度，并对新业务进行再投资，但同时很可能会继续进行成本控制，我

们预计未来投资将以回报率为主要考虑因素。由于公司收入在上半财年同比增长 40%，高于 2020 财年全年指

引的 33%，因此预期股价仍然有上行空间，建议关注。 

其他摘要 

埃克森美孚 (XOM US; 69.6 美元; 目标价: 79 美元) ― 在低迷时期进行投资    

虽然随着原油价格走弱，2019 年三季度净利润的小幅改善或为暂时性，但埃克森美孚可能仍然会继续进行大

量投资。二叠纪盆地基础设施的持续发展和扩建应该会在 2020 年开始提升美国上游业务的潜在回报，不过预

计到 2020年中自由现金流才会转正。荷兰格罗宁根气田于 2022年提前停产将降低预期回报。由于石油价格疲

软，田吉兹油田 25％的超支将使投资者再次给公司压力以降低支出。与 2015 年的行业低潮相反，埃克森美孚

拥有可于逆周期投资的资产。虽然 AAA 信用评级可能会永远消失，但是如果石油行业持续疲软，公司强大的

资产负债表可以支持进一步的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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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