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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顧問服務 

財經早報 

 宏觀及行業 

 美股周五收跌，三大股指上周均下跌 4.4%以上，道指錄得 6

月份以來的最大單周跌幅。矽谷銀行倒閉並被加州金融保護

與創新部門接管引起投資者恐慌，造成金融板塊下挫。 

 美國金融監管機構周日采取行動，以確保儲戶資金安全，並

設立了一個由財政部提供資金的規模爲 250 億美元新貸款計

劃，該計劃旨在爲存款機構提供必要的流動性。 

 中國十四届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將於 13 日上午 9 時在人民大

會堂舉行閉幕會。 

 中國 2 月末 M2 餘額創七年新高。 

 深交所將於 3 月 14 日發布 3 條數字經濟細分主題指數。 

 中國 3 月 15 日起試點恢復全國旅行社及在綫旅游企業經營

中國公民赴有關國家出境團隊旅游。 

 

公司要聞 

美 股 

 
 DocuSign (DOCU.US) 四季度營收 6.6 億美元，超預期的 6.3

億美元；調整後每股盈餘 0.65 美元，超預期的 0.52 美元。預

計一季度營收 6.39-6.43 億美元，超預期的 6.4 億美元。 

 Gap (GPS.US) 四季度銷售額 42.4 億美元，預期 43.6 億美元；

每股虧損 0.75 美元。可比銷售同比下降 5%，預期下降 2.71%。 

 霧芯科技 (RLX.US) 四季度營收 3.4 億元人民幣，同比下降

82.1%；淨虧損 2.25 億元，上年同期淨利潤 4.94 億元。 

 陸金所控股（LU.US）2022 年營收 581.16 億元，淨利潤 87.75

億元。宣佈下半年每 ADS 分紅 5 美分，2022 年全年分紅率

提升至 40%。 

 消息指，沙特公共投資基金接近達成一項採購波音 (BA.US) 

噴氣機的交易，訂單價值為 350 億美元，預計會涉及多達 100

架或更多飛機。 

 美國財政部表示，紐約州金融監管機構關閉了側重加密貨幣

業務的 Signature Bank (SBNY.US) 。 

 美聯儲和美國財政部表示, 與矽谷銀行 (SIVB.US) 破產有關

的任何損失都不會由納稅人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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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3575 康樂衛士 03/15 

837663 明陽科技 03/15 

835857 百甲科技 03/14 

603153 上海建科 03/13 

001368 通達創智 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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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93 百本醫護 中期息 3.75 仙 03/13 

03668 兗煤澳大利亞 末期息 3.74 港元 03/14 

00017 新世界發展 中期息 46 仙 03/15 

01286 鷹普精密 末期息 8 仙 03/22 

  
資料來源: 經濟通 

 
 

配股 

代號 公司名稱 配售價(港元) 日期 

02708 艾伯科技 1.500 03/07 

08428 國茂控股 0.265 03/06 

01270 朗廷 1.053 03/06 

01950 帝王實業控股 0.670 03/03 

02202 萬科企業 13.050 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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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2 

資料來源: 經濟通 

 

港 股 

 

 東方電氣 (01072.HK) 預計全年利潤增長 20%-30%。 

 中電信 (00728.HK) 2022 年止移動用戶達 3.91 億，5G 用戶滲透率 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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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移動 (00941.HK) 控股股東計劃增持 A 股，上限 50 億人民幣，料今年派息比率提升至逾 70%；1 月移動

客戶達 9.76 億戶，去年淨增 1,811 萬戶。 

 康希諾 (06185.HK) PBPV 啟動 Ib 期臨床試驗，完成首例入組。 

 人保 (01339.HK) 全年利潤預增 10%-15%，最多賺 248.8 億人民幣。 

 香港航太科技 (01725.HK) 與 IngeniArs 訂立潛在戰略合作諒解備忘。 

 中興 (00763.HK) 全年純利 80.8 億人民幣同比增 18.6%，每 10 股派 4 元人民幣。 

 旭輝控股 (00884.HK) 全年核心虧損最少 51 億人民幣，境外債務重組初步關鍵條款，不削本金、提供增信，

最長展期 7 年。 

 美圖 (01357.HK) 、微創 (00853.HK)、歌禮 (01672.HK)，撇清與 SVB 關係。 

 碧桂園 (02007.HK) 2022 年股東應占虧損介乎約人民幣 55 億元至人民幣 75 億元。 

 舜宇光學科技 (02382.HK) 2 月手機鏡頭出貨量 8067.1 萬件，同比下降 26%。 

 

A 股 

 

 中國交建 (601800.CN) 公告，近期中標金額合計約為 199.21 億元。 

 天合光能 (688599.CN) 公告，預計一季度淨利潤同比增加 139%-231%。 

 天力鋰能 (301152.CN) 公告，擬投資 60 億元建設鋰礦探采選等項目。 

 東方電氣 (600875.CN) 公告，預計 2022 年淨利潤同比增加 20%-30%。 

 中國建築 (601668.CN) 公告，1-2 月新簽合同總額 6211 億元 同比增長 30.2%。 

 

 經濟日誌 

 
日期 地區 事項 預期 前值 

週二 美國 2 月 CPI 年率 (同比)  N/A 6.4% 

週三 

中國 2 月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年率 2.6% 1.3% 

美國 

2 月 PPI 月率 (環比) 0.3% 0.7% 

2 月零售銷售月率 (環比) 0.2% 3.0% 

當周 EIA 原油庫存變動 (百萬) N/A -1.694 

週四 
美國 3 月費城聯儲製造業指數 -7.4 -24.3 

歐元區 3 月利率決議 3.50% 3.00% 

週五 歐元區 2 月 CPI 年率 (同比) 8.5%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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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