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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顧問服務 

財經早報 

 宏觀及行業 

 美股周四收跌，標普 500 指數創年內最低收盤點位及 2020 年

以來的盤中新低。 

 勞工部的另一份數據顯示，美國第二季度實際 GDP 年化季率

終值萎縮 0.6%，預期-0.60%，前值-0.60%。 

 美國住房抵押貸款巨頭房地美公司發布的數據顯示，美國 30

年期固定抵押貸款利率升至 6.7%，創下 2007 年以來新高，這

導致買家需求下降。 

 英倫銀行表示，從現在起到 10 月 14 日，將根據需要購買長

期公債以穩定金融市場。消息公布後，英國 30 年期債息一度

急滑 111.7 基點或 1.117 厘，低見 3.869 厘。 

 芝加哥聯儲總裁埃文斯預期，聯邦基金利率最遲明年 3 月見

頂，升至 4.5 至 4.75 厘區間，當局其後暫停加息。 

 人民銀行、銀保監會發布通知，决定階段性調整差別化住房

信貸政策。城市政府可自主决定在 2022 年底前階段性維持、

下調或取消當地新發放首套住房貸款利率下限。 

 

公司要聞 

美 股 
 美光科技 (MU.US) 四季度營收同比下降約 20%至 66.4 億美

元，為兩年多來的首次下降, 預期 66.93 億美元。 

 據報導，供應鏈廠商並沒有接到蘋果 (AAPL.US) 對 iPhone 

14 系列訂單調整的通知，總訂單數一直保持不變，但 iPhone 

14 Pro 系列分得更多一些。 

 據分析， 台積電 (TSM.US) 7nm 制程面臨需求衰退的壓力，

明年上半年產能利用率僅約 70%，明年上半年整體產能利用

率則可能落在 85%-89%之間，低於先前預期的九成以上。 

 特斯拉 (TSLA.US) 2022AI 日將於北京時間 10 月 1 日舉行，

屆時，機器人 Tesla Bot 預計首次亮相。 

 美國民主黨議員正在敦促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阻止亞馬遜

（AMZN.US）收購 iRobot （IRBT.US）的計畫。 

 巴克萊銀行 (BCS.US) 在被美國監管機構指控過量發行證券

後，將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支付 3.61 億美元。 

 Meta Platform (META.US) 董事長兼 CEO 紮克伯格宣佈 Meta

凍結招聘、將進行人員和團隊重組，並削減成本、並轉移優

先事項。 

 

市場概覽 
 

 
上日收市價 單日(%) 本年(%) 

恒生指數 17.165.87 -0.49  -26.63  

恒生國企指數 5,912.25 -0.78 -28.22 

上證綜合指數 3,041.20 -0.13 -16.45 

深證成份指數 10,919.440 0.18  -26.50 

道瓊斯指數 29,225.61 -1.54 -19.57  

標普 500 指數 3,640.47 -2.11 -23.62 

納斯達克指數  10,737.51 -2.84 -31.37 
                                                       資料來源: 經濟通 

 今日提示 
新股上市 

市場 代號 公司名稱 上市日期 

A 股 

838402 矽烷科技 09/28 

688392 驕成超聲 09/27 

873122 中紡標 09/27 

838971 天馬新材 09/27 

688252 天德鈺 09/27 

港股 

02602 萬物雲 09/29 

09863 零跑汽車 09/29 

06678 百德醫療 10/05 

03931 中創新航 10/06 

06660 艾美疫苗 10/06 

09877 健世科技 10/10 

01489 
GC 

CONSTRUCTION 
10/10 

02422 潤歌互動 10/17 

06610 飛天雲動 10/18 

  資料來源: 港交所, 新浪財經 

股息 

代號 公司名稱 事項 除淨日 

01378 中國宏橋 末期息 41 仙 11/10 

01686 新意網集團 末期息 20.8 仙 11/01 

03616 同仁堂國藥 末期息 2.5 仙 10/06 

  資料來源: 經濟通 

配股 

代號 公司名稱 配售價(港元) 日期 

01613 協同通信 0.250 09/22 

00612 中國投資基金 3.500 09/21 

01679 瑞斯康集團 0.180 09/21 

00261 ＧＢＡ集團 0.052 09/20 

00704 和嘉控股 0.212 09/19 

  資料來源: 經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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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28 

08475 千盛集團控股 一供二，57 仙 10/20 

資料來源: 經濟通 

港 股 

 

 滙控 (00005.HK) 據報考慮遷離位於英國倫敦金絲雀碼頭的全球總部大樓，但仍以倫敦作為全球總部所在地。 

 金茂 (00817.HK) 附屬完成發行 20 億元人民幣的公司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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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創優品 (09896.HK) 計劃斥資最多 1 億美元回購股份。 

 新世界 (00017.HK) 長沙灣項目引資 Ares SSG 獲利 4.5 億元。 

 宏輝集團 (00183.HK) 全年虧損 1.44 億元，盈轉虧。 

 盈健醫療 (01419.HK) 全年純利 3.75 億元增 1.6 倍，末期息派 30 仙。 

 李氏大藥廠 (00950.HK) 高血壓仿製藥獲批上市許可。 

 九毛九 (09922.HK) 最多 11 億人民幣參股廣州商業物業項目 26%。 

 中國燃氣 (00384.HK) 與寶山區人民政府訂立戰略合作框架。 

 新特能源 (01799.HK) 與雙良矽材料簽訂戰略合作買賣協議書。 

復宏漢霖 (02696.HK) 宣佈，HLX07 注射液獲批用於皮膚鱗狀細胞癌治療臨床試驗。 

 

A 股 

 TCL 中環 (002129.CN) 公告， 前三季淨利同比預增 78%-83%。 

 特變電工 (600089.CN) 公告， 簽訂 402.21 億元多晶矽銷售合同。 

 偉明環保 (603568.CN) 公告， 擬與格林美等 108 億元投建溫州新能源電池材料低碳產業園。 

 冀中能源 (000937.CN) 公告， 預計前三季度淨利同比增長 174%-193%。 

 大連重工 (002204.CN) 公告， 擬 25.75 億元投建大型高端風電核心零部件智慧製造專案。 

 

 經濟日誌 
日期 地區 事項 預期 前值 

週一 美國 9 月 ISM 製造業 PMI  52.8 52.8 

週二 美國 8 月 JOLTs 職位空缺數(百萬) 10.450 11.239 

週三 美國 
9 月 ISM 非製造業 PMI 56.5 56.9 

原油庫存(百萬) N/A -0.215 

週四 
歐元區 歐央行公佈貨幣政策會議紀要   

美國 初請失業金人數(千) N/A 193 

週五 

中國 製造業 PMI N/A 49.4 

美國 
9 月非農就業人數(千) 250 315 

9 月失業率 3.7% 3.7% 

資料來源: 經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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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萬宏源融資(香港)有限公司(為申萬宏源研究(香港)有限公司的聯繫公司)是飛天雲動科技有限公
司上市的獨家保薦人， 申萬宏源證券(香港)有限公司(為申萬宏源研究(香港)有限公司的聯繫公司)是飛天雲動科技有限公司上市的聯席全球協調人、聯席賬簿管理人及聯席牽頭經辦
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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