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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早報 

宏觀及行業 

 美股周五收跌，地區銀行股繼續下挫。投資者擔心第一共和

銀行與其他地區銀行的前景。 

 瑞士銀行同意，以 30 億瑞士法郎股份代價收購瑞士信貸，市

場對於環球股市看法趨正面，美股期貨在亞洲開市時段上揚。 

 銀行業危機不斷蔓延震撼了市場，使黃金期貨價格創下四個

月來的最大單周漲幅。 

 中國中共中央近日印發《關於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的工作方

案》作為在全黨開展的主題教育的重要內容。 

 人行宣布 3 月 27 日下調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 0.25 個百分

點，此次降準不含已執行 5%存款準備金率的金融機構；本次

下調後，金融機構加權平均存款準備金率約為 7.6%。 

 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公告，自 2023 年 3 月 20 日（星期一）

起，滬深 300、上證 50、中證 500、中證 1000 股指期貨各合

約平今倉交易手續費標準調整爲成交金額的萬分之二點三。 

 南京市 2023 年首輪集中供地正式開拍，共計 13 宗地塊順利

出讓。 

 

公司要聞 

美 股 
 評級機構標普一周內第二度下調美國地區銀行第一共和銀行 

(FRC.US) 的評級。 

 矽谷銀行 (SIVB.US) 母公司 SVB 金融集團宣佈，已根據美國

破產法第 11 章向紐約南區破產法院提出申請。 

 瑞銀  (UBS.US) 同意收購瑞信  (CS.US), 瑞信股東可以用

22.48 股瑞信股票獲得 1 股瑞銀股票，相當於每股收購價 0.76

瑞郎，總價人值 30 億瑞郎。 

 高通 (QCOM.US) 宣佈推出第二代驍龍 7 系列移動平台，其

中 7+ Gen 2 將是第一款問世的產品。 

 亞馬遜 (AMZN.US) 宣佈將於 9 月停止 Kindle Newsstand 服

務。 

 小鵬汽車 (XPEV.US) 2022 年總交付 12 萬台，全年營收 269

億元；其中四季度交付 2.2 萬台，季度營收 51.4 億元。 

 消息指，微軟 (MSFT.US) 向歐盟競爭管理機構提出了正式承

諾，從而獲得該機構對其以 750 億美元收購動視暴雪 

(ATVI.US) 交易的批准。 

 福特汽車 (F.US) 因制動故障在全球召回逾 130 萬輛汽車。 

市場概覽 
 

 
上日收市價 單日(%) 本年(%) 

恒生指數  19,519 1.6  -1.3 

恒生國企指數  6,616  2.1  -1.3 

上證綜合指數  3,251  0.7  5.2 

深證成份指數  11,278  0.4  2.4  

道瓊斯指數  31,862 -1.2  -3.9  

標普 500 指數  3,917  -1.1  2.0 

納斯達克指數  11,631  -0.7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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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345 濤濤車業 03/21 

603065 宿遷聯盛 03/21 

301378 通達海 03/20 

301246 宏源藥業 03/20 

301439 泓淋電力 03/17 

港股 

02421 嘉創地產 03/23 

01405 達勢股份 03/28 

02409 洲際船務 03/29 

02433 中天湖南集团 03/30 

  
資料來源: 港交所, 新浪財經 

 

股息 

代號 公司名稱 事項 除淨日 

02378 保誠 
第二次中期息 13.04

美仙 
03/23 

02638 港燈 
第二次中期息 16.09

仙 
03/28 

01972 太古地產 第二次中期息 68 仙 04/03 

01997 九龍倉置業 第二次中期息 61 仙 04/04 

  
資料來源: 經濟通 

 
 

配股 

代號 公司名稱 配售價(港元) 日期 

01566 華夏文化科技 0.177 03/15 

00618 北大資源 0.100 03/15 

08178 中國信息科技 1.930 03/14 

08238 惠陶集團 0.140 03/13 

00767 中基長壽科學 0.049 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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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4 

資料來源: 經濟通 

港 股 

 

 中國神華 (01088.HK) 前 2 個月總發電量 171.4 億千瓦時，同比增長 25.2%。 

 中石化煉化 (02386.HK) 2022 年純利 22.82 億人民幣增 7%，末期息派 2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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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鵬汽車 (09868.HK) 四季度營收 51.4 億元，同比下降 39.9%; 淨虧損 22.1 億元，2021 年同期淨虧損 12 億

元; 全年營收 268.6 億元，同比增加 28%；預計一季度營收 40-42 億元。 

 華融金控 (00993.HK) 預告 2022 年虧損擴至最多 23.5 億元。 

 加科思 (01167.HK) GUE 抑制劑 JAB-24114 臨床試驗申請在中國獲批。 

 中廣核礦業 (01164.HK) 預期 2022 年純利同比上升至約 5 億港元-5.3 億港元。 

 國銀金租 (01606.HK) 2022 年純利 33.5 億人民幣跌 14.6%，每 10 股派 79.52 分。 

 洛陽鉬業 (03993.HK) 2022 年純利 60.67 億人民幣增 19%，每 10 股派息 85.08 分。 

 華潤水泥 (01313.HK) 2022 年純利 19.36 億元跌 75%，末期息派 0.9 仙。 

 中國建材 (03323.HK) 附屬中材科技 2022 年賺 35.11 億人民幣，同比增長 4.1%。 

 君實生物 (01877.HK) 偏頭痛注射液臨床試驗申請獲批。 

 

A 股 

 

 中天科技 (600522.CN) 公告，終止中天科技海纜分拆上市事項。 

 順豐控股 (002352.CN) 公告，2 月速運物流業務營收 135.01 億元，同比增長 37.08%。 

 聯動科技 (301369.CN) 公告，2022 年淨利同比降 1%，擬 10 轉 5 派 32.5 元。 

 金麒麟 (603586.CN) 公告，中標動車組閘片聯合採購專案。 

 恒瑞醫藥 (600276.CN) 公告，注射用 HRS-8427 獲得藥物臨床試驗批准通知書。 

 

 經濟日誌 

 
日期 地區 事項 預期 前值 

週一 中國 央行貸款市場報價利率 N/A 3.65% 

週二 
美國 

2 月成品房銷售 (百萬) 4.17 4.00 

原油庫存 (百萬) N/A 1.550 

歐元區 3 月 ZEW 經濟景氣指數 N/A 29.7 

週三 歐元區 1 月未季調經常帳 (億) 289 N/A 

週四 美國 
利率決議   

2 月新屋銷售 (千) 638 670 

週五 美國 2 月核心耐用商品訂單 (環比) N/A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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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