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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玛 (WMT US; 120.65 美元; 目标价: 135 美元)  
食品销售助力电子商务    
沃尔玛 2019 财年三季度 (截至 10 月) 业绩超市场预期。核心业务增长强劲及电子商务销售不断扩张，预示着

即将到来的假期旺季应该会表现不错。随着食品杂货店的点击提货和送货上门服务的扩张受到消费者欢迎，推

动了电子商务的发展，意味着公司可用同样方法改善一般商品电子商务销售的机会。多种商品提供次日免费送

货服务为增长提供了支持。由于产品组合及基数较高，预期四财季的电子商务增长将是今年最低，但全年计，

公司有望实现约 35%的增长。 

其他摘要 

英伟达 (NVDA US; 209.79 美元; 目标价: 220 美元) — 需要耐心    
英伟达 2020 财年三季度 (截至 10 月) 的销售为 30.1 亿美元，每股收益 1.78 美元，超出市场预期。不过，公司

四财季销售指引为 29.5 亿美元，低于市场普遍预期的 30.7 亿美元。虽然英伟达的游戏显卡和数据中心业务近

期有连续改善，但要达到持续稳定的销售增长可能仍需要更长时间。在季节性因素的推动下，三财季游戏显卡

业务环比增长 26%，数据中心则环比增长 11%，但超大规模数据中心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被企业的信息技术

支出疲软所拖累，这一趋势可能会持续几个季度。由于数据中心业务转强可能无法完全抵消游戏业务季节性下

滑的影响，因此四财季的指引数据弱于市场预期。但这两业务仍然是英伟达的近期和中期增长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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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