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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顧問服務 

財經早報 

宏觀及行業 

 美股周一收盤漲跌不一，銀行股普漲。第一公民銀行收購矽

谷銀行全部存貸款、以及美國當局正考慮幫助第一共和銀行

强化資産負債表等消息，提振了市場情緒。 

 國際油價大幅走高，美、布兩油雙雙跳漲超 3 美元，刷新近

兩周高位。 

 紐約黃金期貨價格周一錄得連續第二個交易日下跌。 

 在美國銀行存款大量外流之際，美國貨幣市場基金資金流入

規模連續兩周突破千億大關。 

 世銀警告到 2030 年，全球經濟平均潜在年增長率將降至

2.2%，為 30 年低位，世界經濟將迎來「失落的十年」。 

 中國國資委堅定不移做强做優做大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 

 中國科技部啓動“人工智能驅動的科學研究”專項部署工作。 

 

公司要聞 

美 股 

 
 第一公民銀行 (FCNCA.US) 以 165 億美元折價收購 720 億美

元矽谷銀行 (SIVB.US) 資產。 

 嘉年華郵輪 (CCL.US) 一季度營收 44 億美元，相當於 2019

年的 95%; 調整後淨虧損 6.9 億美元，好於虧損 7.5 億-8.5 億

美元的指引區間。本季客戶訂金總額達到了創紀錄的 57 億美

元。 

 據報導，蘋果 (AAPL.US) 在今年 2 月收購了一家位於加州的

AI 演算法公司 WaveOne。 

 迪士尼 (DIS.US) 已開啟首輪裁員，預計裁員 7000 人，這是

該公司今年 2 月宣佈的 55 億美元成本削減計劃的關鍵部分。 

 BioNTech (BNTX.US) 四季度營收 42.8 億歐元，同比下降

22.6%，預期 39 億歐元; 淨利潤 22.79 億歐元，同比下降 28%。 

 特斯拉 (TSLA.US) 柏林超級工廠週產量已達 5000 輛，成功

超越得州超級工廠。 

 知臨集團（APM.US）簽署了非約束性意向書和投資條件書，

收購 URF Holding Group 及其基礎業務的 100%股權。 

 

港 股 

 

市場概覽 
 

 
上日收市價 單日(%) 本年(%) 

恒生指數  19,568 -1.8  -1.1 

恒生國企指數  6,649 -2.2 -0.8 

上證綜合指數  3,251  -0.4 5.3 

深證成份指數  11,648  0.1 5.7  

道瓊斯指數  32,432 0.6 -2.2  

標普 500 指數  3,978 0.2 3.6 

納斯達克指數  11,769  -0.5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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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314 科瑞思 03/28 

603291 聯合水務 03/27 

830809 安達科技 03/23 

301345 濤濤車業 03/21 

603065 宿遷聯盛 03/21 

港股 

01405 達勢股份 03/28 

02409 洲際船務 03/29 

02433 中天湖南集团 03/30 

02405 力盟科技 03/31 

02439 中寶新材 03/31 

  
資料來源: 港交所, 新浪財經 

 

股息 

代號 公司名稱 事項 除淨日 

09618 京東集團 末期息 31 美仙 04/04 

03660 360 數科 末期息 8 美仙 04/06 

00763 中興通訊 末期息人民幣 40 分 04/13 

00086 新鴻基公司 第二次中期息 14 仙 04/20 

  
資料來源: 經濟通 

 
 

配股 

代號 公司名稱 配售價(港元) 日期 

02273 固生堂 52.670 03/22 

01783 金侖控股 0.400 03/21 

03680 索信達控股 0.760 03/19 

01532 中國派對文化 0.155 03/17 

08093 萬星控股 0.150 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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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4 

資料來源: 經濟通 

 民生銀行 (01988.HK) 2022 年淨利潤增加 2.58%至 352.69 億元，每 10 股派 2.14 元。 

 諾誠健華 (09969.HK) 2022 年虧損擴至 8.87 億人民幣。 

 浙江滬杭甬 (00576.HK) 2022 年純利 53.79 億人民幣增 12.9%，末期息派 37.5 分。 

 有線寬頻 (01097.HK) 2022 年虧損擴至 8.86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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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星醫藥 (02196.HK) 2022 年純利 37.37 億人民幣跌 21%，末期息派 42 分。 

 海螺水泥 (00914.HK) 2022 年純利 158.6 億人民幣跌 52.4%，末期息 1.48 元人民幣。 

 康希諾 (06185.HK) 2022 年虧損 9.09 億人民幣，同比盈轉虧。 

 綠城中國 (03900.HK) 2022 年度營收增 26.8%至 1271.53 億元，公司股東應占利潤同比下滑 38%至 27.56 億。 

 福萊特玻璃 (06865.HK) 2022 年純利 21.23 億人民幣，不派息。 

 中國中鐵 (00390.HK) 中標約 425.47 億元工程項目。 

 浙商銀行 (02016.HK) 2022 年盈利同比增 7.67%，派末期息 0.21 元人民幣。 

 世茂服務 (00873.HK) 料 2022 年淨虧損不逾 9 億人民幣。 

 

A 股 

 

 榮盛石化 (002493.CN) 公告，溢價近九成引入戰投沙特阿美，簽訂原油採購等一攬子協議。 

 廣汽集團 (601238.CN) 公告，廣汽埃安 AH8 專案由與華為聯合開發變更為自主開發。 

 融捷股份 (002192.CN) 公告，2022 年淨利潤同比增長 3472.94%，擬 10 派 9.8 元。 

 華天科技 (002185.CN) 公告，擬 28.58 億元投建先進封測研發及產業化項目。 

 贛鋒鋰業 (002460.CN) 公告，與錫林郭勒盟行政公署簽署戰略框架合作協定。 

 

 經濟日誌 

 
日期 地區 事項 預期 前值 

週二 美國 3 月諮商會消費者信心指數 101.0 102.9 

週三 美國 
2 月美國季調後成屋簽約銷售指數月率(環比) 1.0% 8.1% 

當周 EIA 原油庫存變動 (百萬) N/A 1.117 

週四 美國 
四季度實際 GDP 年化季率 (環比) 2.7% 3.2% 

初請失業金人數 (千) N/A 191 

週五 

中國 3 月官方製造業 PMI  50.5 52.6 

歐元區 3 月 CPI 年率 (同比) 7.3% 8.5% 

美國 2 月核心 PCE 物價指數月率 (環比) 0.4%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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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