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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觀及行業 

 美股周三收跌。瑞士信貸發布業績預警，令投資者擔心美國經

濟增長放緩。世行和經合組織相繼下調全球經濟增長預測。 

 原油期貨價格周三升至 13 周以來的最高水平。美國對汽油的

需求持續上升，同時預期海外原油需求將上升，以及多個國家

的原油供應前景令人擔憂，使油價得到提振。 

 美國財長耶倫向國會作供稱，華府積極考慮取消針對中國貨加

徵的部分關稅，但這樣做不一定有助降低美國通脹，重申 8%通

脹率不可接受。 

 中國國務院常務會議要求確保二季度經濟合理成⻑，部署穩外

貿穩外資舉措。 

 彭博匯總數據顯示，截止周三外資通過陸股通連續八個交易日

淨買入 A 股，為去年 12 月以來最⻑，八日累計金 額 509 億元

人⺠幣。 

 乘聯會初步數據顯示中國 5 月乘用車零售 135.4 萬輛，同比降

幅收窄至 17%，環比成⻑30%。 

 

公司要聞 

美 股 
 莫德納 (MRNA.US) 發佈聲明稱，奧密克戎二價疫苗 mRNA-

1273.214 在加強針實驗中，對抗奧密克戎變異株的中和抗體水

準達到原始疫苗加強針的 1.75 倍。 
 微軟  (MSFT.US) 元宇宙戰略的核心高管之一、AR 眼鏡

HoloLens 團隊領導人 Alex Kipman 確認將離開公司。 
 大眾汽車 (VWAGY.US) 正在考慮在北美建立一個內部電池製

造業務，類似於它在德國所做的事情。 
 消息指，推特 (TWTR.US) 的董事會計畫遵守馬斯克的要求，提

供對其全部“Firehouse”資料庫的訪問權，即每天發佈超過 5 億

條推文的資料流程。 

 市場概覽 
 

 
上日收市價 單日(%) 本年(%) 

恒生指數  22,014.59 2.24 -5.91 

恒生國企指數  7,679.60 2.84  -6.76  

上證綜合指數  3,263.79  0.68  -10.33  

深證成份指數  12,033.26  0.82  -19.01  

道瓊斯指數  32,910.90 -0.81 -9.43 

標普 500 指數  4,115.77 -1.08  -13.65  

納斯達克指數  12,086.27 -0.73  -22.75  

 

 今日提示 
新股上市 

市場 代號 公司名稱 
上市日

期 

A 股 

301298 東利機械 06/06 

688251 井松智能 06/06 

688119 中鋼洛耐 06/06 

港股 

04827 VISION DEAL Z24 06/06 

07827 VISION DEAL-Z 06/06 

02347 友和集團 06/10 

    

股息 

代號 公司名稱 事項 除淨日 

06110 滔搏 每股派息 8.09 仙 08/04 

01319 靄華押業信貸 每股派息 0.71 仙 08/01 

    

配股 

代號 公司名稱 配售價(港元) 日期 

06988 樂享集團 3.140 06/07 

02255 海昌海洋公園 5.500 06/02 

00309 新華通訊頻媒 0.063 05/31 

08428 國茂控股 0.038 05/31 

01875 東曜藥業－Ｂ 3.150 05/31 

08460 基地錦標集團 0.400 05/31 

    

供股 

代號 公司名稱 供股價(港元) 除淨日 

08056 生活概念 二供三，4 仙 08/15 

01581 進昇集團控股 一供一，26 仙 07/12 

08226 樹熊金融集團 一供二，30 仙 07/05 
 

 歐盟考慮將鋰列為有害物質，美國雅寶公司（ALB.US) 德國工廠或被迫關閉。 
 化肥巨頭 CF 工業 (CF.US) 宣佈，由於能源成本居高不下，計畫永久關閉其在英國的一家化肥廠，此舉可能

導致多達 283 名員工失業。 
 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諮詢委員會建議批准諾瓦瓦克斯醫藥 (NVAX.US)在美國使用旗下新冠疫苗。 

 

港 股 
 騰訊 (00700.HK) 海外發行品牌 Level Infinite 宣佈，將在今年年底前向全球玩家推出由天美工作室出品的《王

者榮耀》，並在 7 月開始將逐步公佈多輪內測。 

 友和集團 (02347.HK) 以每股 2.1 元定價，集資淨額 7470 萬元，一手中籤率 20%，將於 6 月 10 日主板掛牌。 

 滙控 (00005.HK) 旗下線上供應鏈數據平台 Serai 將結束全部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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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里建設 (00683.HK) 向華潤物流悉售柴灣貨倉和沙田貨倉股權，總代價 46.2 億元。 

 惠譽將碧桂園 (02007.HK) 列負面觀察名單，發債評級「BBB-」。 

 比亞迪 (01211.HK) A 股回購價上限調高至 400 元人民幣。 

 新城發展 (01030.HK) 5 月合同銷售 110.8 億人民幣，同比下降 54.3%。 

 歌禮製藥 (01672.HK) 候選藥物臨床試驗申請獲美國 FDA 批准。 

 君實生物 (01877.HK) 與中山大學腫瘤防治中心簽署許可合同。 

 旭輝控股 (00884.HK) 5 月合同銷售 108 億人民幣，同比下降 59.9%。 

 中駿 (01966.HK) 5 月合同銷售金額約 47.9 億人幣, 同比下跌 54%。 

 長城汽車 (02333.HK) 5 月產量同比增長 4.12%，銷量同比下跌 7.94%。 

 保利置業 (00119.HK) 首五月合同銷售額同比下跌 49%至 107 億人幣。 

 碧桂園 (02007.HK) 惠譽將碧桂園列⼊評級負⾯觀察。 

 融創中國 (01918.HK) 融創擬將下周到期的「16 融創 05」展期兩年，本⾦計畫分期兌付。 

 

A 股 

 
 比亞迪 (002594.CN) 公告，上調回購價格上限至不超過 400 元/股。 

 贛能股份 (000899.CN) 公告，控股股東聯合體中標 75 億元贛縣抽水蓄能項目。 

 中國電建 (601669.CN) 公告，擬 49.42 億元向控股股東方面轉讓所持房地產資產。 

 江蘇國信 (002608.CN) 公告，國信濱海港 2 台 100 萬千瓦超超臨界二次再熱燃煤發電機組及相關輔助設施項

目獲得核准。 

 長城汽車 (601633.CN) 公告，5 月汽車銷量同比下降 7.94%, 歐拉品牌銷量增長 199%。 

 三孚股份 (603938.CN) 公告，擬投建 7.22 萬噸/年三氯氫矽擴建項目。 

 

 經濟日誌 
日期 地區 事項 預期 前值 

週二 美國 
4 月商品出口額(%) NA 17.7 

4 月商品進口額(%) NA 27 

週四 

中國 
5 月出口額(%) NA 3.9 

5 月進口額(%) NA 2.1 

歐元區 6 月利率決議 NA NA 

美國 初請失業金人數(千人) 210 210 

週五 
中國 5 月 CPI(%) 1.8 2.1 

美國 5 月 CPI(%) 8.1 8.3 
 
披露 分析員及其關連人士並沒有持有報告內所推介股份或產品的任何及相關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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