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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顧問服務 

財經早報 

宏觀及行業 

 美股周三收高。美債收益率回落，推動股指反彈。對銀行業

狀况的擔憂有所緩解，也提振了市場情緒。 

 主席鮑威爾在與美國議員的一次私人會議上被問及美聯儲今

年還會加息多少時表示，政策制定者的最新預測顯示，他們

預計還會加息一次。 

 面對近期美國銀行倒閉事件帶來的近 230 億美元成本，美國

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正在考慮讓國內幾家最大的銀行

承擔比通常水平更高的份額。 

 歐央行首席經濟師連恩釋放「鷹派」言論，稱央行基本假設

是預計銀行業危機將會平息，央行需要更多加息行動。 

 中國第 8 批國家集采藥品平均降價 56%。 

 中國工信部王江平表示中國對 6G 發展持開放的態度。 

 

公司要聞 

美 股 
 包括馬斯克 (TSLA.US) 和蘋果 (AAPL.US) 在內的 1000 多名

行業高管和專家簽署公開信，呼籲在 6 個月內暫停高級人工

智慧的開發。 

 籮筐技術 (LKCO.US) 公告，與戰略投資者 COIG 簽訂戰略投

資協定，獲得總額 2.2 億美元的戰略投資。 

 金山雲 (KC.US) 四季度營收 21.3 億元，公有雲和行業雲分別

實現收入 13.4 億元和 7.9 億元，利潤率進一步優化, 同比上

漲 4 倍。 

 蘋果 (AAPL.US) 宣佈，今年的全球開發者大會（WWDC）定

於 6 月 5 日到 9 日舉行。副總裁稱，今年將是蘋果迄今爲止

最盛大、最激動人心的 WWDC。 

 印度法庭要求谷歌 (GOOGL.US) 支付 1.6 億美元罰款， 但撤

銷 4 項整改措施。 

 英特爾 (INTC.US) 宣佈， 高能效 Sierra Forest 晶片將於 2024

年上半年交付。 

 強生 (JNJ.US) 表示，在輝瑞和葛蘭素史克在疫苗競賽中領先

數週後，將停止其實驗性呼吸道合胞病毒(RSV)成人疫苗的後

期研究。 

 

港 股 

 

市場概覽 
 

 
上日收市價 單日(%) 本年(%) 

恒生指數  20,192 2.1  2.1 

恒生國企指數  6,879 2.2 2.6 

上證綜合指數  3,240  -0.2 4.9 

深證成份指數  11,580  0.1 5.1  

道瓊斯指數  32,718 1.0 -1.3  

標普 500 指數  4,028 1.4 4.9 

納斯達克指數  11,926  1.8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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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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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669 北森控股 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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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手 (01024.HK) 2022 年營收 942 億元，同比增長 16.2%；經營利潤達 1.92 億元；使用者規模突破歷史新

高，平均 DAU（日活躍用戶數量）同比增長 13.3%達 3.66 億。 

 中國人壽 (02628.HK) 2022 歸屬公司股東淨利潤同比減少 36.8%，末期息每股 49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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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海油 (00883.HK) 2022 年營收人民幣 4222.3 億元，同比增長 71.56%; 股東應占淨利 1417 億元創新高，同

比增長 101.51%。 

 微創機器人 (02252.HK) 2022 年虧損擴至 11.4 億人民幣。 

 綠葉製藥 (02186.HK) 2022 年純利 6.05 億人民幣，同比虧轉盈。 

 中國銀河 (06881.HK) 2022 年純利 77.6 億人民幣跌 26%，每 10 股派 2.3 元人民幣。 

 中國華融 (02799.HK) 2022 年虧損 275.8 億人民幣，同比盈轉虧。 

 東風 (00489.HK) 2022 年純利 102.65 億人民幣跌 9.9%，末期息派 30 分。 

 贛鋒鋰業 (01772.HK) 2022 年純利 205 億人民幣增 2.9 倍，末期息派 1 元人民幣。 

 渤海銀行 (09668.HK) 2022 年純利 61.07 億人民幣跌 29.2%，不派息。 

 中國中冶 (01618.HK) 2022 年純利 102.72 億人民幣增 23%，每 10 股派 83 分。 

 中移動 （00941.HK） 母公司中移動集團去年 10 月全數認購郵儲行 67.77 億股 A 股股份，每股發行價 6.64

元人民幣，由於基準定價日為 2 月 21 日，郵儲行收報 4.65 元，較中移動集團入股價低 30%，即中移動帳面

蝕 3 成。 

 

A 股 

 長春高新 (000661.CN) 公告，2022 年淨利同比增長 10.18%，擬 10 派 10 元。 

 華東重機 (002685.CN) 公告，擬 20 億元投建 10GW 高效太陽能電池片生產基地專案。 

 南網儲能 (600995.CN) 公告，簽訂抽水蓄能專案建設三方協定。 

 鹽田港 (000088.CN) 公告，擬向深圳港集團購買港口運營公司 100%股權，交易價格 100.15 億元。 

 吉翔股份 (603399.CN) 公告，2022 年淨利同比增 2605.67%，擬 10 派 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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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