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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早報 

 宏觀及行業 

 美股周二收跌。道指下挫逾 570 點，抹去今年迄今的漲幅並

轉爲下跌。 

 美聯儲主席鮑威爾稱可能加快加息步伐、最終利率水平或高

於此前預期。 

 市場料當局 3 月加息半厘可能性由 22%升至 60%，利率峰值

料達 5.64 厘，較原先預期高，高利率或維持較長時間。 

 2 年期與 30 年期美債息的息差進一步擴闊，曾推高約 9 基

點，達 108.96 個基點，孳息曲綫倒挂幅度連續兩天創歷來最

闊。 

 中國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公布。 

 住建部部長表示對房地産市場企穩回升充滿信心。 

 江蘇常州取消新房 2 年限售期，取得不動産權證後即可上市

交易。 

 

公司要聞 

美 股 

 
 Sea (SE.US) 四季度營收 35億美元，同比增長 7.1%，預期 30.64

億美元；淨利潤 4.23 億美元，上年同期虧損 6.16 億美元，預

期虧損 3.84 億美元。 

 Meta (META.US) 正計劃新一輪裁員，最早將於本週進行。 

 消息指， 蘋果 (AAPL.US) 將在近期推出新配色的 iPhone 

14。 

 聯電 (UMC.US) 一季訂單能見度偏低，晶圓出貨量預計環比

下降 17-19%，產能利用率將降至 70%。 

 美國司法部對捷藍航空 (JBLU.US) 以 38 億美元收購精神航

空公司的交易提出質疑，正式提起反壟斷訴訟，試圖阻止這

筆交易。 

 Squarespace (SQSP.US) 四季度營收 2.29 億美元，超預期的

2.22 億美元；預計一季度營收 2.32-2.34 億美元，超預期的

2.28 億美元；全年營收 9.55-9.7 億美元，超預期的 9.48 億美

元。 

市場概覽 
 

 
上日收市價 單日(%) 本年(%) 

恒生指數  20,534 -0.3  3.8  

恒生國企指數  6,912  -0.4  3.1  

上證綜合指數  3,285  -1.1  6.3  

深證成份指數  11,609  -2.0  5.4  

道瓊斯指數  32,856  -1.7  -0.9  

標普 500 指數  3,986  -1.5  3.8 

納斯達克指數  11,530  -1.3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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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0974 凯大催化 03/08 

001366 播恩集团 03/07 

301322 绿通科技 03/06 

港股 

02482 維天運通 03/09 

09636 九方財富 03/10 

02421 嘉創地產 03/23 

  資料來源: 港交所, 新浪財經 

 

股息 

代號 公司名稱 事項 除淨日 

09987 百勝中國 末期息 13 美仙 03/06 

00016 新鴻基地產 中期息 1.25 元 03/08 

00388 香港交易所 末期息 3.69 元 03/08 

00002 中電控股 末期息 1.21 元 03/10 

  
資料來源: 經濟通 

 
 

配股 

代號 公司名稱 配售價(港元) 日期 

02202 萬科企業 13.050 03/02 

08340 紫荊國際金融 0.310 02/27 

01282 寶新金融 0.340 02/27 

08316 中國紅包 0.730 02/27 

00592 堡獅龍國際 0.370 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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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飛淩 (IFNNY.US) 與聯電簽 (UMC.US) 訂 40 納米 MCU 晶片長期合作協議。 

 

港 股 

 

 呷哺呷哺 (00520.HK) 全年收入料減 23%，虧損逾 3 億人民幣。 

 中鋁國際 (02068.HK) 全年純利 1.13 億人民幣，虧轉盈。 

 新城發展 (01030.HK) 2 月合同銷售 78.09 億人民幣，同比減少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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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源雲 (00909.HK) 預計全年虧損擴至逾 11 億人民幣。 

 旭輝 (00884.HK) 2 月合同銷售額按年跌 6%至 78 億人民幣。 

 香港交易所 (00388.HK) 全資附屬公司倫敦金屬交易所 LME 和 LME Clear 被原告指稱有關決定屬不合法干

預其人權, 被要求索賠 1000 萬英鎊。 

 安東油田服務 (03337.HK) 預計年度利潤將大幅增長 2.7 至 3.4 倍, 約 2.7 億元至人民幣 3.2 億元。 

 

A 股 

 

 潞安環能 (601699.CN) 公告，2022 年度淨利潤 141.68 億元，同比增長 110.49%。 

 歐比特 (300053.CN) 公告，擬啟動新一代宇航 SOC 晶片及星載平臺電腦專案。 

 雄韜股份 (002733.CN) 公告，擬與京山市政府簽訂 5GWH 鋰電池生產專案投資合同。 

 上海醫藥 (601607.CN) 公告，與康方藥業簽訂新藥聯用開發合作協定。 

 平高電氣 (600312.CN) 公告，中標 20.67 億元國家電網採購項目。 

 

 經濟日誌 

 
日期 地區 事項 預期 前值 

週二 美國 
美聯儲主席鮑威爾發表經濟前景和近期貨幣政策行動發表

證詞 
 

 

週三 
美國 

EIA 短期能源展望報告      

2 月 ADP 就業人數 (千) 195 106 

1 月 JOLTs 職位空缺 (百萬) 10.600 11.012 

當週 EIA 原油庫存變動 (百萬) N/A 1.165 

歐元區 歐洲央行行長拉加德講話   

週四 美國 初請失業金人數 (千) 195 190 

週五 美國 
2 月季調後非農就業人口變動 (千) 200 517 

2 月失業率  3.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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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