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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早報 

宏宏觀及行業 

 美股周一收盤漲跌不一，道指連續第五個交易日下滑。有分

析人士預計美聯儲可能放緩加息步伐。 

 矽谷銀行及簽名銀行等破産引發了對銀行業爆發全面危機的

擔憂，銀行股遭到拋售。周一有 8 家金融機構成交額大漲並

入圍成交額前 20 强。 

 美國政府背書的銀行體系聯邦住房貸款銀行（FHLB）尋求通

過發售短期債券募資約 640 億美元。 

 美股交易員急尋避風港 VIX 指數自 10 月以來首次升破 30。 

 隨著矽谷銀行（SVB）倒閉，歐洲央行繼續加息 50 個基點的

計劃將在本周的利率會議上遭到更强烈的反對。 

 穆迪表示，基於良好的流動性和資金狀况、現金持有量和穩

定的存款基礎，歐洲的銀行不太可能被逼像矽谷銀行(SVB)一

樣虧損地清算所持債券。 

 

 

公司要聞 

美 股 
 矽谷銀行 (SIVB.US) 收到來自股東的欺詐起訴，CEO 和 CFO

成被告。被股東指控管理不善導致銀行倒閉，這可能成為該

銀行第一次收到的股東發起的證券欺詐訴訟。 

 受矽谷銀行倒閉引發的市場動盪繼續擴大，第一共和銀行 

(FRC.US) 股價跌幅最高曾達到創紀錄的 78%。政府救助方案

無法阻擋恐慌蔓延。 

 輝瑞 (PFE.US) 擬以 430 億美元收購 Seagen，加速佈局 ADC

市場。 

 大眾汽車 (VWAGY.US) 正在加拿大安大略省開建其在北美

地區第一座電動汽車電池工廠, 將於 2027 年投產。 

 亞馬遜 (AMZN.US) 和 Rivian (RIVN.US) 考慮結束雙方的一

項協議，不再要求這家電動汽車製造商向亞馬遜獨家銷售其

配送貨車。 

 高通（QCOM.US）重返歐洲第二高等法院，希望推翻歐盟委

員會作出的 2.584 億美元反壟斷罰款。 

 應用材料 (AMAT.US) 擬將股息提高 23%， 回購提高至 100

億美元。 

 

市場概覽 
 

 
上日收市價 單日(%) 本年(%) 

恒生指數  19,696 2.0  -0.4 

恒生國企指數  6,590  2.2  -1.7 

上證綜合指數  3,269  1.2  5.8 

深證成份指數  11,505  0.6  4.4  

道瓊斯指數  31,819 -0.3  -4.0  

標普 500 指數  3,856  -0.2  0.4 

納斯達克指數  11,189  0.5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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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3575 康樂衛士 03/15 

837663 明陽科技 03/15 

835857 百甲科技 03/14 

603153 上海建科 03/13 

001368 通達創智 03/13 

港股 

02482 維天運通 03/09 

09636 九方財富 03/10 

02421 嘉創地產 03/23 

02409 洲際船務 03/29 

  
資料來源: 港交所, 新浪財經 

 

股息 

代號 公司名稱 事項 除淨日 

02293 百本醫護 中期息 3.75 仙 03/13 

03668 兗煤澳大利亞 末期息 3.74 港元 03/14 

00017 新世界發展 中期息 46 仙 03/15 

01286 鷹普精密 末期息 8 仙 03/22 

  
資料來源: 經濟通 

 
 

配股 

代號 公司名稱 配售價(港元) 日期 

02708 艾伯科技 1.500 03/07 

08428 國茂控股 0.265 03/06 

01270 朗廷 1.053 03/06 

01950 帝王實業控股 0.670 03/03 

02202 萬科企業 13.050 03/02 

  
資料來源: 經濟通 

 
 

供股 

代號 公司名稱 供股價(港元) 除淨日 

01950 帝王實業控股 二供三，67 仙 05/12 

08428 國茂控股 一供五，26.5 仙 05/08 

01850 海鑫集團 一供二，1.36 元 04/12 

資料來源: 經濟通 

港 股 

 

 滙豐 (00005.HK) 以 1英鎊購入美國矽谷銀行英國子公司，最新計劃向該分公司注入 20億英鎊的流動資金，

以確保矽谷銀行英國子公司繼續照常營業。 

 國壽 (02628.HK) 首兩月保費收入 2,459 億人民幣，同比增長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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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仁堂國藥 (03613.HK) 2022 年純利 6.46 億元增 6%，末期息派 33 仙。 

 中國平安 (02318.HK) 首兩月保費收入 1,923 億人民幣，同比增 5%。 

 華新水泥 (06655.HK) 斥 1.9 億美元收購阿曼同業 59.58%。 

 金融壹賬通 (06638.HK) 2022 年虧損收窄至 8.72 億人民幣。 

 眾安在線 (06060.HK) 首兩月保費收入 39.2 億人民幣，同比增 16.9%。 

 平安好醫生 (01833.HK) 2022 年淨虧損同比下降 60.3%至 6.11 億元。 

 諾輝健康 (06606.HK) 2022 年收入同比大增 259.5%，毛利率升至 84.5%。 

 海昌海洋公園 (02255.HK) 盈警，料去年轉蝕約 14 億人民幣。 

 名創優品 (09896.HK) 獲納入滬港通及深港通。 

 檸萌影視 (09857.HK) 獲納入滬港通、深港通的合資格股份。 

 

A 股 

 

 隆基綠能 (601012.CN) 公告，擬 77.77 億元投建年產 30GW 高效單晶電池項目。 

 和而泰 (002402.CN) 公告，簽訂 2.46 億歐元長期供應合同。 

 藥石科技 (300725.CN) 公告，擬 12 億元投建創新藥物工藝開發及中試平臺專案。 

 富春染織 (605189.CN) 公告，擬 7 億元投資年產 11 萬噸高品質筒子紗染色建設項目。 

 皖能電力 (000543.CN) 公告，擬以 22.08 億元收購環保發電公司和四家蓄能公司部分股權。 

 

 經濟日誌 

 
日期 地區 事項 預期 前值 

週二 美國 2 月 CPI 年率 (同比)  N/A 6.4% 

週三 

中國 2 月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年率 2.6% 1.3% 

美國 

2 月 PPI 月率 (環比) 0.3% 0.7% 

2 月零售銷售月率 (環比) 0.2% 3.0% 

當周 EIA 原油庫存變動 (百萬) N/A -1.694 

週四 
美國 3 月費城聯儲製造業指數 -7.4 -24.3 

歐元區 3 月利率決議 3.50% 3.00% 

週五 歐元區 2 月 CPI 年率 (同比) 8.5% 8.5% 

資料來源: Invest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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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