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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顧問服務 

財經早報 

宏觀及行業 

 美股周一收高。在瑞士政府策劃瑞銀强制收購瑞士信貸後，

投資者對銀行業危機的緩解抱有希望。 

 紐約黃金期貨價格周一收高，並創約 11 個月來的最高水平。

由於對銀行業危機的擔憂日益加劇，作爲避險投資對象的黃

金價格得到提振。 

 歐洲眾多其他銀行發行的額外一級資本債券(AT1)出現拋售

潮。 

 歐洲央行與英倫銀行發聲明，撑股票先於 AT1 債券, 承擔損

失。 

 2023 年進口網絡游戲版號出爐，27 款游戲獲批。 

 國資委以更大力度鼓勵支持中央軍工企業做强做優做大。 

 

公司要聞 

美 股 

 
 消息指， 迪士尼 (DIS.US) 考慮在 4 月份裁減至少 4000 名

現有員工，該公司已指示管理人員提出預算削減建議並編制

裁員名單。 

 微軟 (MSFT.US) 表示，如果監管機構批准其收購動視暴雪的

交易，擬最早明年在 iPhone 和安卓智慧手機上推出新的遊戲

應用商店。 

 拼多多 (PDD.US) 四季度營收同比增長 46%，淨利潤同比增

長 43%；調整後每 ADS 收益 8.34 元，預期 7.55 元。 

 Boss 直聘 (BZ.US) 2022 年營收 45.11 億元，同比上漲 5.9%；

其中四季度營收 10.8 億元，同比持平。2022 年淨利潤 1.072

億元，2021 年全年淨虧損 10.711 億元。 

 阿伯房地產信託 (ABR.US) 董事會批准了一項股票回購計

畫，授權回購至多 5000 萬美元的普通股。 

 瑞銀集團 (UBS.US) 與瑞士信貸 (CS.US) 將獲得瑞士政府和

央行約 2800 億美元支持。 

 亞馬遜 (AMZN.US) 宣佈再裁員 9000 多人 , 雲計算和廣告

部門受影響。 

 

港 股 

 

 瑞科生物 (02179.HK) 2022 年虧損擴至 7.23 億人民幣。 

市場概覽 
 

 
上日收市價 單日(%) 本年(%) 

恒生指數  19,001 -2.7  -4.0 

恒生國企指數  6,470  -2.2 -3.5 

上證綜合指數  3,235  -0.5 4.7 

深證成份指數  11,247  -0.3  2.1  

道瓊斯指數  32,245 1.2  -2.7  

標普 500 指數  3,952 0.9  2.9 

納斯達克指數  11,676  0.4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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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405 力盟科技 03/31 

02439 中寶新材 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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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明康得 (02359.HK) 2022 年純利 88 億人民幣增 73%，每 10 股派息 8.9266 元。 

 思摩爾 (06969.HK) 2022 年純利 25.1 億人民幣跌 52.5%，末期息派 8 港仙。 

 中原建業 (09982.HK) 2022 年純利 3.03 億人民幣跌 60.6%，末期息派 2.7 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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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天國際 (01882.HK) 2022 年純利 22.65 億人民幣跌 25.8%，派息 55 港仙。 

 舜宇光學 (02382.HK) 2022 年溢利同比下降約 51.7%至 24.08 億元人民幣。 

 中國聯通 (00762.HK) 截至 2 月底 5G 套餐用戶累計到達約 2.2 億戶。 

 中國移動 (00941.HK) 2 月移動業務客戶總數約 9.786 億戶。 

 靈寶黃金 (03330.HK) 2022 年收入增加約 90.0%至約 47.96 億元。 

 創維 (00751.HK) 附屬創維數字 2022 年賺 8.23 億人民幣，同比增長 95.1%。 

 心瑋醫療（06609.HK）虧損擴大至 2 億元，不派末期息。 

 電視廣播（00511.HK）基金股東 Dodge & Cox 第三度減持股份至 5.96%，套現近 5000 萬。 

 

A 股 

 

 藥明康得 (603259.CN) 公告，2022 年淨利潤同比增長 72.91%。 

 永興材料 (002756.CN) 公告，2022 年淨利同比增長 612.42%，擬 10 轉 3 派 50 元。 

 瀚川智能 (688022.CN) 公告，與悅享雄安簽訂戰略合作框架協議。 

 久盛電氣 (301082.CN) 公告，與保利發展控股集團簽訂合作協定。 

 浦東建設 (600284.CN) 公告，中標 2.32 億元普通商品房工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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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