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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早報 

宏觀及行業 

 美股周四收高，銀行股反彈。對美聯儲政策轉向的預期推動

科技股大漲。瑞信宣布已獲瑞士央行借款 537 億美元、第一

共和銀行將獲得共計 300 億美元注資等消息，提振了市場情

緒。 

 美國最大幾家銀行同意在第一共和銀行存入 300 億美元，以

期阻止當前銀行業的動蕩局面。 

 歐央行按原定計劃加息 0.5 厘，符合預期，行長拉加德在記

者會強調，抗通脹承諾不會動搖，央行會密切關注市場緊張

局勢，暫無法確定利率未來路徑。 

 原油期貨價格周四收高，美國WTI原油與歐洲洲際交易所 ICE

布倫特原油均結束了此前連續三天下跌的行情。 

 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 

 國資委在集成電路、工業母機等領域加快補短板。 

 人工智能將成爲浙江中小學基礎性必修課程。 

 

公司要聞 

美 股 
 第一共和銀行 (FRC.US) 獲救助, 摩根大通等 11 家銀行聯合

存入 300 億美元。 

 伯克希爾 (BRK.A.US) 再斥資約 4.668 億美元購買了 790 萬

股西方石油 (OXY.US) ，買入價格在每股 56.66 至 60.38 美元

不等，持股比例增加到約 23.1%。 

 百度 (BIDU.US) 正式發佈自己開發的大語言模型“文心一

言”，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表示，“文心一言”是全球大廠中第

一個做出“對標 ChatGPT”產品的企業。 

 貝殼 (BEKE.US) 四季度營收 167 億元，好於預期，淨利潤 3.7

億元，同比扭虧為盈。 

 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表示，輝瑞 (PFE.US) 新冠藥物

Paxlovid 的緊急使用授權將繼續有效。 

 埃尼集團 (E.US) 計劃今年啟動預設額度達 22 億歐元的新一

輪股份回購計劃，且回購規模不排除有進一步擴大至最高 35

億歐元的可能性。 

 通用電氣 (GE.US) 尋求將世界上最強大的海上風力渦輪機

之一帶到日本，該國風力發電市場預計將持續增長。 

 

市場概覽 
 

 
上日收市價 單日(%) 本年(%) 

恒生指數  19,204 -1.7  -2.9 

恒生國企指數  6,482  -1.2  -3.3 

上證綜合指數  3,227  -1.1  4.5 

深證成份指數  11,238  -1.5  2.0  

道瓊斯指數  32,247 1.2  -2.7  

標普 500 指數  3,960  1.8  3.2 

納斯達克指數  11,717  2.5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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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鴻基 (00086.HK) 2022 年轉虧 15.35 億元，第二次息派 14 仙。 

 福耀玻璃 (03606.HK) 2022 年純利 47.55 億人民幣增 51%，派息 1.25 元。 

 李寧 (02331.HK) 2022 年股東應占淨溢利 40.64 億元，同比增長 1.32%，擬派末期息每股 46.27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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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藥 (01093.HK) 附屬石藥新諾威去年賺 7.26 億人民幣，同比增長 84.7%。 

 康哲藥業 (00867.HK) 2022 年純利 32.59 億人民幣增 8% ，末期息 24.14 分。 

 榮昌生物 (09995.HK) 治療晚期實體瘤新藥臨床研究申請獲批。 

 中國華融 (02799.HK) 實施債轉股，換光大銀行 (06818.HK) 近 42 億 A 股。 

 貝殼 (02423.HK) 2022 年總交易額 26,096 億人民幣，同比下降 32.3%，虧損由上一年度 5.24 億元，擴至 13.86

億元。 

 贛鋒鋰業 (01772.HK) 2022 年淨利增 292%至 204.78 億人民幣。 

 海普瑞 (09989.HK) 依諾肝素鈉注射液新藥簡略申請獲 FDA 批准。 

 

A 股 

 

 贛鋒鋰業 (002460.CN) 公告，2022 年淨利 205 億元，同比增長 292%。 

 福耀玻璃 (600660.CN) 公告，2022 年淨利潤同比增長 51.16%，擬 10 派 12.5 元。 

 久日新材 (688199.CN) 公告，終止投建年產 3.23 萬噸光固化材料及淨水劑建設項目。 

 道森股份 (603800.CN) 公告，擬 10 億元投建高端裝備製造專案。 

 珈偉新能 (300317.CN) 公告，控股公司簽訂 6.16 億元光伏發電專案 EPC 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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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