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资咨询服务 
中信证券经纪 (香港) 有限公司 

 美 国 股 票 今 日 重 点 推 介  
2019 年 11 月 8 日 

 

高通 (QCOM US; 89.98 美元; 目标价: 105 美元) 
5G 增加芯片销售及专利费    
高通的技术许可业务 (QTL) 推动 2019 财年四季度 (截至 9 月) 的销售和每股盈利皆优于预期，而苹果 (AAPL 
US) 的 iPhone 出货量提振了高通 2020 财年一季度的财务指引，使其高于市场预期。预期二财季开始 5G 手机

的出货量会助力芯片销售，高通 2020 财年销售和净利润可能会自六年以来首次录得增长。手机产品组合持续

改善、高端产品增加及苹果的专利费收入有助于推动芯片业务和专利费部门的销售。鉴于廉价手机为主的中国

市场正在加速 5G 的发展，芯片内部业务 (Intra-chip) 的利润率和销售组合可能仍会波动，但高价手机的专利费

不断增加或有助扩大 2020 财年利润率。如果高通能与华为达成和解协议，将进可一步提高专利费收入。仍建

议关注。 

其他摘要 

百度 (BIDU US; 121.87 美元; 目标价: 135 美元) — 核心增长见底    
百度 2019 年三季度总收入同比下滑 0.4%至 281 亿元人民币，高于预期 2.9%。由于良好的成本控制，调整后

的息税前利润为 37 亿人民币 (同比下降 35.7%)，高于我们预期的 15 亿元人民币及公司指引。流量增长健康，

公司通过使用更好的运算方法来满足用户需求，加上多样化的内容改善了百度货币化能力。预期百度四季度核

心收入可能同比增长 0-6％，而利润率应会继续扩阔。我们将 2019/20 年调整后息税前利润预测上调

33%/1.3%，将目标价从 132 美元上调至 135 美元，建议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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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