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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顧問服務 

財經早報 

 宏觀及行業 

 美股周四大幅收跌，銀行股與科技股領跌。市場繼續評估鮑

威爾有關終端利率可能高於預期的鷹派評論，並等待可能對

美聯儲下次利率决定産生重大影響的非農就業數據。 

 拜登政府公布新預算案，一如預期提出向富豪、富裕投資者

及企業加稅的建議，尋求在 10 年內削減 3 萬億美元赤字，

但調高軍費開支至逾 8350 億美元創新高。 

 美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躍升至 21.1 萬 創去年 12 月以來

最高水平。 

 美國政府對 5 間中國企業和 1 名個人實施制裁，指其協助伊

朗獲取無人機零部件，被制裁企業來自杭州、深圳、桂林和

香港。 

 銀保監會部署開展爲期六個月不法貸款中介專項治理行動。 

 全國政協委員、央行行長易綱談金融監管改。 

 

公司要聞 

美 股 

 
 微軟 (MSFT.US) 表示，將把動視暴雪的《使命召喚》IP 授權

給索尼 10 年。希望通過此舉解決英國監管機構對其以 690

億美元收購動視暴雪的交易的擔憂。 

 消息指， 台積電 (TSM.US) 一季度 7/6 納米制程產能利用

率跌勢超乎預期，將拖累首季整體產能利用率大跌。 

 阿莎娜 (ASNA.US) 四季度營收 1.5 億美元，超預期的 1.45 億

美元；調整後每股虧損 15 美分，低於預期的虧損 27 美分。

預計一季度營收 1.5-1.51 億美元。 

 京東 (JD.US) 2022 年營收 10,462 億元，同比增加 9.9%；淨

利潤 104 億元，去年同前虧損 36 億元。 

 埃克森美孚 (XOM.US) 打算通過將於 2024年啟用的Golden 

Pass 液化天然氣終端增加對歐洲天然氣供應。 

 通用電氣 (GE.US)重申 2023 年指引，調整後的每股收益預計

1.60-2.00 美元，高於預期，自由現金流預計 34-42 億美元。 

 加密貨幣銀行 Silvergate Capital (SI.US) 宣佈停止營業並將

全額退還存款。 

市場概覽 
 

 
上日收市價 單日(%) 本年(%) 

恒生指數  19,926 -0.6  0.7 

恒生國企指數  6,650  -1.2  -0.8 

上證綜合指數  3,276  -0.2  6.1 

深證成份指數  11,580  -0.2  5.1  

道瓊斯指數  32,255 -1.7  -2.7  

標普 500 指數  3,918  -1.9  2.1 

納斯達克指數  11,338  -2.1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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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 股 

 

 京東 (09618.HK)  四季度營收 2,954.46 億元人民幣，同比增 7.1%， 扭虧為盈，淨利潤 30.32 億元，去年同

期虧損 51.65 億元； 2022 年營收 10,462 億元，同比增加 9.9%， 淨利潤 104 億元，去年同前虧損 36 億元。 

 中煙香港 (06055.HK) 全年純利 3.75 億元跌 46.7% ， 末期息派 20 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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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邦保險 (01299.HK) 2022 年股東應佔純利 2.82 億美元，同比减少 96.2%。 

 佳兆業美好 (02168.HK) 預告全年最少賺 9,000 萬人民幣， 同比增逾 60%。 

 中國通號 (03969.HK) 首兩月中標五項目， 金額逾 20 億人民幣。 

 協鑫新能源 (00451.HK) 預告全年虧損不少於 13 億人民幣。 

 中交建 (01800.HK) 分拆子公司重組上市獲國務院國資委批覆。 

 龍湖集團 (00960.HK) 2 月合同銷售 174 億人民幣， 同比增 186%。 

 佳兆業 (01638.HK) 2021 年轉虧 127 億人民幣， 同比下跌 36.3%； 股份復牌。 

 

A 股 

 

 寧德時代 (300750.CN) 公告， 2022 年淨利同比增長 92.89%， 擬 10 轉 8 派 25.2 元。 

 首創環保 (600008.CN) 公告， 擬投資蕭縣城鄉供水一體化工程項目。 

 粵水電 (002060.CN) 公告， 子公司簽訂屋頂分散式光伏發電項目。 

 德邦股份 (603056.CN) 公告， 2022 年淨利 6.5 億元， 同比增 339.89%。 

 金盤科技 (688676.CN) 公告， 子公司簽訂 2.68 億元儲能設備產品買賣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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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