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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顧問服務 

財經早報 

宏觀及行業 

 美股周二收高，道指漲逾 300 點，銀行板塊領漲。數據顯示

美國 2 月 CPI 符合預期。 

 美國勞工統計局的報告顯示，不包括食品和能源價格的核心

消費者價格指數（CPI） 2 月環比上漲 0.5%，同比攀升 5.5%。 

 穆迪下調對美國整體銀行系統的評級，前景展望降至「負面」，

原因是矽谷銀行(SVB)等公司倒閉事件，加劇投資者對銀行業

危機的憂慮。 

 10 年期美債息曾彈 17.4 基點，報 3.689 厘；2 年期債息由跌

轉升最多 41.84 基點，至 4.3948 厘。 

 李强主持召開國常會，新一届國務院開始全面履職。 

 工信部加快 5G、工業互聯網等新型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和應

用。 

 江蘇將舉辦大基金二期項目投資對接。 

 

公司要聞 

美 股 

 
 聯合大陸航空 (UAL.US) 預計一季度每股虧損 0.60-1.00 美

元，預期虧損 0.69 美元。 

 馬斯克表示，有關“特斯拉 (TSLA.US) 暫停與比亞迪電池合

作”的報導不實，兩家公司“關係積極”。 

 西南航空 (LUV.US) 預計，一季度營收將同比增長 21% -23%，

此前預期 20% - 24%； 同時預計一季度將出現淨虧損，2023

年全年將實現強勁利潤。 

 瑞信 (CS.US) 年報稱，在 2022 年和 2021 財年的報告程式中

存在“重大缺陷”，事關未能在財務報表中設計和維持有效的

風險評估，並正在採取補救措施。 

 基因測序和晶片技術龍頭因美納 (ILMN.US) 推出首創產品，

可在同一台儀器上實現長讀長和短讀長測序。 

 波音(BA.US) 向兩家沙特航空公司出售 78 架 787 夢想飛機，

總值 370 億美元，為過去數月客機的最新大筆訂單。 

 Meta Platforms (META.US) 將進行第二輪裁員，減少 10000

名員工。 

 

市場概覽 
 

 
上日收市價 單日(%) 本年(%) 

恒生指數  19,248 -2.3  -2.7 

恒生國企指數  6,439  -2.3  -4.0 

上證綜合指數  3,245  -0.7  5.1 

深證成份指數  11,417  -0.8  3.6  

道瓊斯指數  32,155 1.1  -3.0  

標普 500 指數  3,919  1.7  2.1 

納斯達克指數  11,428  2.1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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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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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409 洲際船務 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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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星國際 (00656.HK) 作價 136 億人民幣悉售南京南鋼 60%股權。 

 亞美能源 (02686.HK) 全年純利 14.16 億人民幣增 74%，不派息。 

 正榮地產 (06158.HK) 預計去年核心虧損最少 30 億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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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鴻騰精密 (06088.HK) 全年純利 1.7 億美元增 23.2%，不派息。 

 中國中免 (01880.HK) 出資 12.28 億元參與增資中國出國人員服務有限公司。 

 建設銀行 (00939.HK) 李璐非執董任職資格獲核准。 

 電視廣播 (00511.HK) 盈警, 預計 2022 年度股東應占虧損同比擴大至 7.9 億-8.3 億港元。 

 長江生科 (00775.HK) 全年純利 1.32 億元跌 18.9%，末期息派 0.8 仙。 

 華潤置地 (01109.HK) 2 月總合同銷售金額 242 億元，同比增加 146.7%。 

 華電國際電力 (01071.HK) 預計 2022 年度取得股東應占虧損同比收窄 31.42 億-34.42 億元。 

 邁博藥業 (02181.HK) 獲國家藥監局受理 CMAB009（治療轉移性結直腸癌）的上市註冊申請。 

 國泰（00293.HK）目標今年回歸盈利，到 2024 年完全恢復到疫情前運能。 

 中銀香港（02388.HK）向聯交所申請增設人民幣櫃台。 

 

A 股 

 

 北方稀土 (600111.CN) 公告，2023 年擬不超 150 億元向包鋼股份採購 32 萬噸稀土精礦。 

 淩瑋科技 (301373.CN) 公告，擬 10 億元投建催化劑載體等項目。 

 中國中免 (601888.CN) 公告，擬以 12.28 億元參與中國出國人員服務有限公司的增資。 

 金山股份 (600396.CN) 公告，擬與華電科工共同出資建設 25MW 風電離網制氫一體化項目。 

 雲天化 (600096.CN) 公告，擬 16 億元收購青海雲天化 98.5%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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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