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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及行業 

 美股周五小幅收高，三大股指上周均錄得漲幅。 

 倫敦金屬交易所（LME）的鎳合約將於周一亞洲時段恢復交

易。 

 歐洲多國開始實施夏令時，周一交易時間將較冬令時提前一

個小時。 

 據紐約聯儲數據，美國存戶在截止至 3 月 15 日一周，從銀行

共提取 984 億美元，相當於總存款的 0.6%。 

 中國今日央行降准正式落地，預計釋放中長期資金 6000 億

元。本次下調後，金融機構加權平均存款準備金率約爲 7.6%。 

 第八批國家組織藥品集中采購將於 3 月 29 日在海南省陵水

縣開標，按照以往七批的降價幅度，此次參與采集的約 40 種

藥品將迎來 50%左右的降價幅度。 

 A 股主板注册制新股開啓申購，投資者打新須適應新規則。

其中，滬市申購單位變爲 500 股、發行市盈率突破“23 倍天

花板”、新股“躺賺”或成爲歷史等都是值得投資者關注的變化。 

 

公司要聞 

美 股 
 消息指，矽谷國家銀行  (VLY.US) 及美國第一公民銀行 

(FCNCA.US) 正在競購矽谷銀行 (SIVB.US)。 

 羅氏 (RHHBY.US) 抗流感藥物速福達兒童適應症在華獲批 

覆蓋 5 歲及以上兒童。 

 諾和諾德 (NVO.US) 口服司美格魯肽新規格 III 期研究成功，

擬今年申報上市諾和諾德預計將於 2023 年在美國和歐盟提

交 Rybelsus 新規格的上市申請。今年上半年有望在中國獲批

上市。 

 輝瑞 (PFE.US) CEO 表示到 2025 年計劃在華提交 12 款創新

藥上市申請。 

 福特 (F.US) 計劃在美國田納西州新廠每年生產 50 萬輛電動

卡車，承諾到 2026 年每年生產 200 萬輛電動汽車。 

 谷歌 (GOOGL.US) 愛爾蘭業務面臨裁員的員工將獲得遣散

費，工作時間最長的員工將獲得超過 30 萬歐元的遣散費。 

 德銀 (DB.US) 信用違約掉期(CDS)由 22 日的 142 個基點躍升

至 220 個基點上方，是自 2018 年底以來的最高水平。引發

投資者對歐洲銀行危機的擔憂。 

 

港 股 

 

市場概覽 
 

 
上日收市價 單日(%) 本年(%) 

恒生指數  19,916 -0.7  0.7 

恒生國企指數  6,795 -0.6 1.3 

上證綜合指數  3,266  -0.6 5.7 

深證成份指數  11,634  0.3 5.6  

道瓊斯指數  32,238 0.4 -2.7  

標普 500 指數  3,971 0.6 3.4 

納斯達克指數  11,824  0.3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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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314 科瑞思 03/28 

603291 聯合水務 03/27 

830809 安達科技 03/23 

301345 濤濤車業 03/21 

603065 宿遷聯盛 03/21 

港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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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618 京東集團 末期息 31 美仙 04/04 

03660 360 數科 末期息 8 美仙 04/06 

00763 中興通訊 末期息人民幣 40 分 04/13 

00086 新鴻基公司 第二次中期息 14 仙 04/20 

  
資料來源: 經濟通 

 
 

配股 

代號 公司名稱 配售價(港元) 日期 

02273 固生堂 52.670 03/22 

01783 金侖控股 0.400 03/21 

03680 索信達控股 0.760 03/19 

01532 中國派對文化 0.155 03/17 

08093 萬星控股 0.150 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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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團 (03690.HK) 四季度營收同比增 21.4%至 601.3 億元，淨虧損 10.83 億元，去年同期淨虧損 53.39 億元；

全年營收 2,199.5 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 22.8%；淨利潤 28.3 億元人民幣，去年同期虧損 156 億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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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騰訊 (00700.HK) 完成以實物分派美團股份的方式派發中期股息，持有美團股權降至 1.7%。 

 中國太保 (02601.HK) 2022 年淨利同比降 8.3%，擬每股派 1.02 元。 

 小米 (01810.HK) 2022 年經調整淨利潤同比降 61.4%至 85 億元，智能手機出貨量下降 20.9%。 

 中國石化 (00386.HK) 2022 年淨利同比降 6.89%，擬向控股股東定增募資不超 120 億元。 

 江西銅業 (00358.HK) 2022 年純利 60 億人民幣增 4%，末期息派 50 分。 

 中國神華 (01088.HK) 2022 年純利 729 億人民幣增 41.8%，末期息派 2.55 元人民幣。 

 財險 (02328.HK) 2022 年純利 267 億人民幣增 19.4%，末期息派 47.8 分。 

 光大銀行 (06818.HK) 2022 年純利 448.07 億人民幣增 3.2%，每 10 股派息 1.9 元。 

 招商銀行 (03968.HK) 2022 年歸母淨利約 1380.12 億元，同比增長 15.08%，總資產突破 10 萬億元。 

 佳兆業集團 (01638.HK )預告 2022 年虧損最多 140 億人民幣。 

 東瀛遊 (06882.HK) 2022 年虧損收窄至 7,430 萬元。 

 招金礦業 (01818.HK) 2022 年純利 4.02 億人民幣增 10.9 倍，末期息派 4 分。 

 

A 股 

 

 中國石化 (600028.CN) 公告，2022 年淨利同比降 6.89%，擬向控股股東定增募資不超 120 億元。 

 文燦股份 (603348.CN) 公告，與蔚來汽車簽署戰略合作框架協定。 

 德龍鐳射 (688170.CN) 公告，擬 10.8 億元投建新能源高端裝備項目並設立項目公司。 

 中國太保 (601601.CN) 公告，2022 年淨利同比降 8.3%，擬每股派 1.02 元。 

 奧特維 (688516.CN) 公告，中標隆基綠能約 4.3 億元矽片分選機等專案。 

 

 經濟日誌 

 
日期 地區 事項 預期 前值 

週二 美國 3 月諮商會消費者信心指數 101.0 102.9 

週三 美國 
2 月美國季調後成屋簽約銷售指數月率(環比) 1.0% 8.1% 

當周 EIA 原油庫存變動 (百萬) N/A 1.117 

週四 美國 
四季度實際 GDP 年化季率 (環比) 2.7% 3.2% 

初請失業金人數 (千) N/A 191 

週五 

中國 3 月官方製造業 PMI  50.5 52.6 

歐元區 3 月 CPI 年率 (同比) 7.3% 8.5% 

美國 2 月核心 PCE 物價指數月率 (環比) 0.4%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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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