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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互联网行业 — 双十一交易额再破记录    
内地双十一销售强于预期，阿里巴巴 (BABA US) 于双十一全日的总交易额同比增长 26%至破纪录的 2,684 亿

元人民币，而京东 (JD US) 11 月 1-11 日期间总交易额同比增长 28%至 2,044 亿元人民币。天猫旗舰店 2.0、
实时串流媒体销售和新的双十一特别版产品推动了阿里巴巴的销售增长。我们的跟踪调研显示，天猫的促销活

动与去年相似；拼多多 (PDD US) 的折扣则非常激进；京东则通过主题日及闪购形式加强促销。总体而言，电

子商务仍然是我们在内地互联网行业的首选。 

其他摘要 

美国科技板块 — 行业弱复苏  聚焦半导体及硬件    
展望 2020 年，我们预计美股科技股业绩将较 2019 年呈现弱复苏。考虑到当前板块估值已上升至历史 75 分位

附近，并充分反映流动性预期，叠加后续盈利预期大概率下修的可能，我们对美国科技股整体维持谨慎观点，

同时市场预计将更加注重业绩层面的确定性，以及业绩、估值的合理匹配。建议重点关注估值合理、且业绩进

入逐季改善通道的硬件、半导体板块，同时，估值合理、业绩稳健的互联网、软件巨头料将持续获得长线资金

的追逐。个股方面，建议关注：苹果 (AAPL US)、英特尔 (INTC US)、脸书 (FB US)、微软 (MSFT US)、英伟

达 (NVDA US)、思科 (CSCO US)、科沃 (QRVO US)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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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