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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早報 

宏觀及行業 

 美股周三收盤漲跌不一。瑞士信貸自曝內部控制發現“重大缺

陷”，且其大股東拒絕進一步注資，加劇了最近金融行業面臨

的壓力。 

 歐美爆發銀行業危機，市場數據顯示，美國聯儲局的政策利

率 5 月將觸頂，交易員僅預期本月加息 0.1 厘，且 3 月加息

0.25 厘的概率低於 50%，今年底前將減息逾 1 厘。 

 美國 2 月 PPI 與零售銷售數據均顯示通脹壓力緩解，强化了

美聯儲不再激進加息的預期。 

 EIA 美國上周原油庫存增 155 萬桶。 

 英國財相侯俊偉稱，預算責任辦公室(OBR)不再預測今年發生

經濟衰退。 

 中國央行加大追贓挽損和反腐問責力度，防範道德風險。 

 中國乘聯會數據顯示，3 月 1-12 日，全國乘用車市場零售

41.4 萬輛，同比去年下降 17%，較上月同期下降 11%。 

 

公司要聞 

美 股 
 瑞士央行和該國金融監管機構表示，瑞信集團 (CS.US) 將在

必要時獲得流動性支持。這一表態旨在止住市場對瑞信集團

信心的不斷下滑。目前瑞信信貸違約掉期價格已升回 2008 年

金融危機期間的水準，一年內存款流失達 28%。 

 谷歌 (GOOGL.US) 宣佈將對其 Workspace 進行全面更新，

Gmail、谷歌文檔、表格、會議、幻燈片等等生產力軟體中都

將嵌入其人工智慧模型。 

 Adobe (ADBE.US) 一季度營收 46.55 億美元，創下歷史新紀

錄，同比增長 9%；淨利潤 12.47 億美元，同比下降 2%。 

 中通快遞 (ZTO.US) 四季度營收人民幣 98.713 億元，同比增

長 7.1%；淨利潤人民幣 21.293 億元，同比增長 21.8%。 

 標普與惠譽將美國第一共和銀行 (FRC.US) 的信用評級下調

至垃圾級，此前穆迪將該行加入有可能下調的“負面觀察”名

單。 

 阿波羅全球管理將以 81 億美元全現金收購尤尼威爾 

(UNVR.US)，預計將於 2023 年下半年完成。 

 微軟 (MSFT.US) 宣佈，旗下的 Bing 聊天機器人已升級使用

GPT-4 技術。 

 

市場概覽 
 

 
上日收市價 單日(%) 本年(%) 

恒生指數  19,540 1.5  -1.2 

恒生國企指數  6,560  1.9  -2.2 

上證綜合指數  3,263  0.6  5.6 

深證成份指數  11,413  0.0  3.6  

道瓊斯指數  31,875 -0.9  -3.8  

標普 500 指數  3,892  -0.7  1.4 

納斯達克指數  11,434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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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405 達勢股份 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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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平安 (02318.HK) 2022 年歸母淨利潤 837.74 億元，同比下降 17.56%。 

 山水水泥 (00691.HK) 2022 年純利 7.49 億人民幣跌 73%，末期息派 7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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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國數據 (09698.HK) 2022 年虧損擴至 12.66 億人民幣。 

 禹洲集團 (01628.HK) 預警 2022 年轉虧 120 億人民幣。 

 中通快遞 (02057.HK) 2022 年調整後淨利潤 68.06 億元，同比增長 37.6%。 

 港交所 (00388.HK) 就香港交易所股份交易申請增設人民幣櫃台。 

 國航 (00753.HK) 2 月客運力投入按月升 2.7%，貨郵周轉量跌 14.1%。 

 中國金茂 (00817.HK) 近 21 億人民幣增持南京項目餘下 37.75%。 

 中廣核 (01816.HK) 全年純利 99.65 億人民幣增 2%，末期息派 8.7 分。 

 招商局置地 (00978.HK) 去年盈利跌 41.19%末期息 0.03 港元。 

 大唐新能源 (01798.HK) 2 月發電約 249 萬兆瓦時，同比增 16.57%。 

 康方生物 (09926.HK) 2022 年產品市場銷售額 11.04 億元，同比增長 422%。 

 

A 股 

 

 國聯證券 (601456.CN) 公告，國聯集團 91 億元競得民生證券 30.3%股權， 對公司日常經營無實質性影響。 

 湖南裕能 (301358.CN) 公告，擬與寧德時代簽署開發協定。 

 大全能源 (688303.CN) 公告，2022 年淨利同比增長 234.06%，擬 10 派 36 元。 

 海格通信 (002465.CN) 公告，擬定增募資不超過 20 億元，用於“北斗+5G”通導融合研發產業化項目等。 

 中大力德 (002896.CN) 公告，擬設立新加坡全資子公司及泰國全資孫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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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