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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顧問服務 

財經早報 

 宏觀及行業 

 美股周三收盤漲跌不一。美國國債收益率繼續上揚，10 年期

美債收益率突破 4%。 

 美國 2 月 ISM 製造業指數爲 47.7。兩位美聯儲官員稱通脹過

高，暗示未來將繼續加息。 

 加拿大去年第四季 GDP 無變動，遜預期的增 1.5%及央行估計

的升 1.3%；當局初步統計 1 月經濟增 0.3%。 

 普京簽署法例，落實有關俄羅斯暫停履行《新削減戰略武器

條約》。 

 工信部全面推進 6G 技術研發。 

 國家醫保局堅定不移推進藥品耗材集中帶量采購，持續擴大

藥品集采覆蓋面。 

 國家烟草專賣局開展規範電子烟市場秩序專項檢查。 

 

公司要聞 

美 股 

 
 第一太陽能 (FSLR.US) 四季度每股虧損 0.07 美元，低於預期

的虧損 0.18 美元；銷售額 10 億美元，預期 9.933 億美元。

預計 2023 年銷售額 34-36 億美元。 

 Salesforces (CRM.US) 四季度營收 83.8 億美元，同比增長

14%，高於預期的 9.2%; 調整後每股收益 1.68 美元，高於預期

的 1.36 美元。 

 Reata公司 (RETA.US) 的治療遺傳病藥物獲 FDA批准,  預計

該藥物在美國的銷售額在 2030 年將達到 4 億美元。 

 卡特彼勒 (CAT.US) 與工會達成初步協定，有望避免罷工。 

 蔚來 (NIO.US) 四季度營收 160.6 億元，市場預期 172.65 億

元，上年同期 99.01 億元。2 月交付量同比增長 98.3%。 

 消息指，沙特阿美接近向浙江吉利控股和雷諾 (RNLSY.US) 

提出一份股權收購協議，藉此擴大在傳統汽車行業的佈局。 

 理想汽車 (LI.US) 2 月共計交付新車 16620 輛，同比增長

97.5%。 

市場概覽 
 

 
上日收市價 單日(%) 本年(%) 

恒生指數  20,620 4.2  4.2 

恒生國企指數  7,915 5.1 3.1 

上證綜合指數  3,312 1.0 7.2  

深證成份指數  11,914 1.1  8.2  

道瓊斯指數  32,662 0.0 -1.5  

標普 500 指數  3,951 -0.5 2.9 

納斯達克指數  11,379  -0.7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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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6422 潤普食 03/01 

834770 艾能聚 02/28 

001311 多利科技 02/27 

港股 
02482 維天運通 03/09 

09636 九方財富 03/10 

  
資料來源: 港交所, 新浪財經 

 
 

股息 

代號 公司名稱 事項 除淨日 

00005 滙豐控股 末期息 23 美仙 03/02 

00435 陽光房地產基金 中期息 11 仙 03/02 

00011 恒生銀行 末期息 2 元 03/06 

00083 信和置業 中期息 15 仙 03/06 

  
資料來源: 經濟通 

 
 

配股 

代號 公司名稱 配售價(港元) 日期 

00821 滙盈控股 0.120 02/21 

00433 北方礦業 0.156 02/21 

00646 中國環保科技 0.608 02/19 

01140 華科資本 0.390 02/17 

08275 國科控股 0.147 02/17 

  
資料來源: 經濟通 

 
 

供股 

代號 公司名稱 供股價(港元) 除淨日 

01850 海鑫集團 一供二，1.36 元 04/12 

00328 愛高集團 一供四，1.425 元 04/11 

02623 愛德新能源 三供一，1.14 元 03/27 

資料來源: 經濟通 

 

港 股 

 

 蔚來 (09866.HK) 四季度營收 160.6 億元，預期 172.65 億元，上年同期 99.01 億元。預計一季度交付量將同

比增長約 20.3%-28.1%；營收同比增長約 10.2%至 16.5%。 

 比亞迪 (01211.HK) 2 月新能源車產量增 127.9%，同比增長 119.4%。 

 小鵬汽車 (09868.HK) 2 月共交付 6010 台，同比下降 3.3%，環比增長 15%。 

 理想汽車（02015.HK）2 月交付 16.6 萬輛，同比增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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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濠 (00200.HK) 附屬新濠博亞第四季虧損擴至 2.5 億美元。 

 微創機器人 (02252.HK) 預計 2022 年收入同比增長超過 850%。 

 微博 (09898.HK) 近 22 億人民幣增持天下秀至 26.57%。 

 萬科 (02202.HK) 擬折讓約 6.12%配售 3 億股新 H 股，淨籌 39.03 億港元。 

 新特能源 (01799.HK) 全年純利 133.95 億人民幣增 1.7 倍，不派息。 

 聯想控股 (03396.HK) 預告去年利潤跌 80%至 12 億人民幣。 

 康希諾生物 (06185.HK) 吸入用重組新冠疫苗印尼獲緊急使用授權。 

 快手 (01024.HK) 提交申請增設人民幣股票交易櫃枱。 

 

 

A 股 

 

 雅化集團 (002497.CN) 公告，擬投建年產 7 萬噸高等級鋰鹽生產線。 

 征和工業 (003033.CN) 公告，擬投建鏈式智慧物流裝備及汽車關鍵零部件生產基地專案。 

 艾力斯 (688578.CN) 公告，與和譽醫藥簽署授權合約。 

 銀星能源 (000862.CN) 公告，擬 6.38 億元收購寧夏能源阿拉善左旗賀蘭山 200MW 風電專案相關資產和負

債。 

 華依科技 (688071.CN) 公告，簽署電池測試中心戰略合作框架性協定。 

 

 經濟日誌 
日期 地區 事項 預期 前值 

週一 美國 
1 月扣除運輸耐用品訂單 (環比) 0.1% -0.2% 

1 月季調後成屋簽約銷售指數 (環比)  1.0% 2.5% 

週二 美國 2 月 諮商會消費者信心指數 108.5 107.1 

週三 

中國 
2 月官方製造業 PMI 49.8 50.1 

2 月財新製造業 PMI  51.3 49.2 

美國 2 月 ISM 製造業 PMI 48.0 47.4 

歐元區 2 月 Markit 製造業 PMI 48.5 48.5 

週四 
歐元區 2 月 CPI (同比)   8.2% 8.6% 

美國 初請失業金人數 (千) 197 192 

週五 美國 2 月 ISM 非製造業 PMI  54.5 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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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責聲明 本文件只供私人翻閱，純粹作為參考資料，並不構成，亦無意作為，也不應被詮釋為專業意見，或任何產品或服務之要約或建議。本檔(連帶相關的資料)由申萬宏源研究
(香港)有限公司撰寫。申萬宏源研究(香港)有限公司為申萬宏源（香港）有限公司的附屬公司（申萬宏源（香港）有限公司或其附屬公司，統稱“申萬宏源香港”）。本文件不論是向專
業投資者、機構投資者或是個人投資者發佈，所載內容、資訊和任何材料均按照現況作為基礎，申萬宏源研究(香港)有限公司並不保證此等資料的準確性、正確性及或完整性。本檔
部份的內容可能原由上海申萬宏源研究所撰寫並於國內發表，申萬宏源研究(香港)有限公司對認為適用的內容進行審閱並翻譯，然後採用。本檔內的資料、意見及預測只反映分析員
的個人意見及見解，檔內所載的觀點並不代表申萬宏源香港（或上海申萬宏源研究所）的立場。本檔並不構成申萬宏源研究(香港)有限公司（或上海申萬宏源研究所）對投資者買進
或賣出股票的確實意見。本檔中全部或部分的意見和預測均反映分析員在檔發表時的判斷，日後如有改變，恕不另行通知。申萬宏源香港各成員公司(包括但不限於申萬宏源研究(香
港)有限公司和申萬宏源證券(香港)有限公司等)及/或其董事、行政人員、代理人及/或雇員可能在本檔中提及的證券持有權益，不就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作出任何陳述、保證或擔保，
以及不對使用本檔之資料而引致的損失負上任何責任。閣下在閱讀本文件時，應連同此聲明一併考慮，並必須小心留意此聲明內容。倘若本檔於新加坡分派，只適用分派予新加坡
證券及期貨法第 4A 條所界定的認可投資者和機構投資者，本文件及其內容只供相關認可投資者或機構投資者翻閱。申萬宏源香港跟本檔所述公司在過去 12 個月內並沒有任何投資
銀行業務的關係。未經申萬宏源研究(香港)有限公司同意或明確的書面同意，本檔及其影印件不得以任何方式更改，或傳送、複印或分發至任何地方或任何人。 
 
版權所有 聯繫公司：申萬宏源研究(香港)有限公司，香港軒尼詩道 28 號 19 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