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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晨报 

          2023年 3月 14日星期二 

 
周五震荡走低，险守二十天线。恒指随外围低开 132

点，跌幅随即扩大至 247 点，低见 23730 点，其后跌幅

一度收窄至仅 20 点，午后大盘走势偏软，尾盘沽压再

度扩大。截至收盘，恒指收报 23831 点，下跌 145 点或

0.61%；国指收报 9656 点，下跌 47 点或 0.49%，大市

成交进一步减至 827.99 亿。港股通录得净流入资金

4.84 亿，其中港股通(沪)净流入 2.83 亿，港股通(深)净

流入 2.01 亿。板块方面，本地地产、软件、5G 概念板

块跌幅靠前；黄金股逆市走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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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各国指数 收市价 变动% 年初至今%

恒生指数 19695.97 1.95 -0.43

恒生国企指数 6590.23 2.24 -1.71

恒生科技指数 3891.48 2.89 -5.75

上证综合指数 3268.70 1.20 5.81

万得中概股100 2514.65 2.00 3.98

道琼斯 31819.14 -0.28 -4.01

标普500指数 3855.76 -0.15 0.42

纳斯特克指数 11188.84 0.45 6.90

商品 收市价 变动% 年初至今%

纽约期油 74.69 -2.60 -6.94

黄金 1918.90 2.77 5.08

铜 8928.00 0.69 6.64

板块表现 最新交易日% 月初至今% 年初至今%

能源业 4.7 9.7 16.7

电讯行业 4.1 9.4 24.0
资讯科技行业 2.9 -1.6 -3.9

原材料行业 2.8 1.2 7.5
必需性消费行业 2.7 1.3 -1.0

非必需性消费行业 1.8 -1.6 -1.5
综合行业 1.7 2.0 2.4

金融行业 1.6 -0.1 2.9

工业行业 1.2 1.4 0.9
公用事业 1.2 0.2 0.5

地产建筑行业 0.9 -1.8 -4.7
医疗保健行业 -0.3 -4.2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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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回顾 
晨报周一积极提示布局，昨日港股恒指高开

0.48%，随后涨幅扩大。截至收盘，恒生指数涨

1.95%，国企指数涨 2.24%，恒生科技指数涨

2.89%。晨报持续一年多重点推荐的电信板块周一

再次明显上涨，其中中国电信(0728HK)涨

6.41%，中国移动(0941HK)涨 4.6%。本周荐股中

国联通(0762HK)涨 5.08%，同样表现出色。石油

股亦涨幅明显，其中中国海洋石油（0883HK）大

涨 5.96%。 

美股市场 
美股周一收盘涨跌不一，道指连续第五个交易日

下滑。投资者正在评估一项允许硅谷银行储户提

款、并为其他银行提供额外资金的计划。有分析

人士预计美联储可能放缓加息步伐。近期 MBS违

约、硅谷银行破产等事件爆发，需关注美联储紧

缩带来的流动性压力所可能引发的风险事件冲

击。美国国债利率维持高位也对市场估值形成了

抑制。美股仍维持“低配”的建议。 

市场展望 
正如晨报同时持续强调以中国海洋石油

（0883HK）为代表的原油煤炭能源板块的长期投

资机会，周一万得恒生能源业指数大涨 4.69%排

名第一。当前正处于年报季，晨报一直强调积极

把握具有高股息率的低估值煤炭油气龙头公司的

逢低配置机遇。前期超预期的 PMI数据以及最新

公布的 2月份社融数据验证国内一季度经济有望

实质性转暖，两会最新公布的经济增长目标定调

今年经济发展，港股市场结构性行情有望持续演

绎。 

建议投资者持续积极布局相关行业板块：1）人工

智能、半导体、数据要素等数字中国建设相关核

心创新科技板块；2）中央经济会议重点提及的新

能源汽车及养老消费及景气改善的餐饮旅游航空

等消费板块；3）具有较高股息率的低估值煤炭油

气及央国企建筑地产类龙头公司；4）电信运营

商、绿电运营商以及军工产业链等的中长期配置

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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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热点 

近日，国家医保局网站发布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 0632号建议的答复。就规范民营医院医保定

点管理的建议，国家医保局表示，医保部门不得将医疗机构所有制性质作为医保定点的前置性条件，不

得以医保定点机构数量已满等非医疗服务能力方面的理由，拒绝将社会办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定点。医保

助力多种所有制医院的良性发展，建议关注民营医院的相关细分领域龙头公司：海吉亚医疗

（6078HK）、锦欣生殖（1951HK） 

近日，国家大数据局正式成立，隶属发改委。国家数据局负责统筹推进数字中国、数字经济、数字社会

规划和建设等。国家大数据局的成立将有力保障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中国、数字经济涉及数据从采集到

存储、应用等多个环节，将有利促进各行业 IT 支出的力度，计算机板块将持续受益。建议积极关注相

关软件公司：中国软件国际（0354HK）、神州控股（0861HK） 

本周荐股 

公司及代码 推荐内容 目标价/止损价 

中国联通

(0762HK) 

公司作为国内三大运营商之一，为国内外用户提供全方位、高质量

信息通信服务， 包括移动宽带、固网宽带、数据通信服务以及其

他相关增值服务。公司与中国电信共建共享有序推进 5G建设，合

理控制 5G 投资规模。公司 3月 9 号发布 2022年年报：2022 年，

公司营业收入 3549亿元，同比增长 8.3%，增速创九年新高；服务

收入 3193亿元，同比增长 7.8%；港股股东应占利润 167.4 亿元，

同比增长 16.5%。公司全年产业互联网收入 705亿元，同比增长达

29%。其中联通云收入 361亿元，同比增长 121%。联通云推出自研

操作系统 CULinux、自研数据库 CUDB，自主可控云全栈产品实现

100%自研。公司 2022年度产业互联网等新兴业务及全年业绩增长

良好，预期公司在国资委“一利五率”考核下将更加注重经营质

量。公司在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领域优势凸显，作为我国数

字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之一，当前估值水平在今年 Wind一致预期的 8

倍 PE左右，仍然较为低估，建议积极关注。 

6.3/5.2HKD 

财经要闻 
【宏观信息】 

道指低收 90点五连跌 银行股仍未企稳 

两年期国债息率暴泻 55点子 录 1987年来最大单日跌幅 

拜登：美国人应相信银行系统及存款安全 

美国 2 月财赤扩至 2,620亿美元创逾年半高 超预期 

德国 1 月谘商会领先指标按月回升 0.4% 

日本首季 BSI大型制造业意外续降至负 10.5 非制造业景气降至 0.6逊预期 

印度 1 月工业生产年升加快至 5.2% 略胜预期 

巴西 2 月通胀年率续降温至 5.6%创两年低 但略高预期 

香港金管局：香港银行对 SVB 的风险敞口极少 对香港银行体系稳定不构成风险 

李家超：料更多港人港商到内地发展 积极把握国家发展大局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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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 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全面准确及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 

总理李强：内地经济增长达到 5%预定目标需宏观政策支持、扩大需求及防范化解风险 

中国明日起恢复审发外国人赴华签证 

 

【公司信息】 

中国联通(00762.HK)与华润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李想：理想(02015.HK)主动选择不生产 PHEV 增程是大电池四驱更好选择 

港铁公司(00066.HK)：高铁香港段广东省长途列车服务运作畅顺有序 

平安好医生(01833.HK)全年亏损收窄至 6.08 亿元人民币 

汇丰控股(00005.HK)以一英镑收购矽谷银行英国分支 

广汽集团(02238.HK)：将增加对芯片企业投资 为产业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中远海控(01919.HK)控股股东斥 16.8亿人币增持 A股 

中国能建(03996.HK)拟非公开发行 83亿股 A 股获国务院国资委原则上同意 

中国人寿(02628.HK)首两月原保险保费收入约 2,412 亿人币 

北京首都机场(00694.HK)首两月旅客吞吐量按年增 88.9% 

百济神州(06160.HK)在矽谷银行持有未投保现金存款约占短期投资总额 3.9% 

上海复旦(01385.HK)技术中心被认定为国家企业技术中心 

新华保险(01336.HK)首两个月原保险保费收入按年微跌 0.07% 

碧桂园(02007.HK)指盈警影响因素多为非现金性质 对集团发展充满信心 

基石药业－Ｂ(02616.HK)：阿伐替尼片具良好安全性 

同仁堂国药(03613.HK)全年纯利 6.46亿元增 6% 末期息派 33仙 

马鞍山钢铁股份(00323.HK)子公司马钢交材拟混改 集资不少於 5亿人币 

诺辉健康－Ｂ(06606.HK)全年亏损收窄至 7,923.8 万元人民币 

中国波顿(03318.HK)料去年净利润按年减少超过五成 

明辉国际(03828.HK)料去年亏转盈 赚最少 7,200 万元 

华荣能源(01101.HK)料去年应占亏损扩至不多於 7亿人币 

北京能源国际(00686.HK)发行资产支持商业票据 总面值 10亿人币 
 

经济数据 
日期 国家 指数    期间        预测值   前值 

03/14 美国 NFIB中小企业乐观程度指数 二月 90.2 90.3 

03/14 美国 实际平均时薪(同比) 二月 -- -1.80% 

03/14 美国 实际平均每周同比盈利 二月 -- -1.50% 

03/14 美国 CPI 月环比 二月 0.40% 0.50% 

03/14 美国 CPI（除食品与能源）月环比 二月 0.40% 0.40% 

03/14 美国 CPI 同比 二月 6.00% 6.40% 

03/14 美国 CPI（除食品和能源）同比 二月 5.50% 5.60% 

03/14 美国 CPI指数（未经季调） 二月 300.86 299.17 

03/14 美国 CPI核心指数 经季调 二月 303.736 302.702 
资料来源：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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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公司股票表现 

 

最新交易日 1个月 3个月 1年

恒生指数 HSI 1.9 -7 1 -10

恒生国企指数 HSCEI 2.2 -8 -1 -14

恒生科技指数 HSCEI 2.9 -11 -9 -18

科网公司

腾讯控股 700 HK 4.0 -10 14 -10

阿里巴巴 9988 HK 2.6 -20 -7 -16

百度集团 9888 HK 3.5 -5 15 -10

小米集团 1810 HK 1.6 -12 5 -17

京东集团 9618 HK 0.2 -24 -32 -38

网易 9999 HK 3.2 -4 18 0

新能源车

比亚迪 1211 HK -0.6 -17 -6 -6

小鹏汽车 9868 HK 2.6 -10 -26 -71

吉利汽车 0175 HK -2.0 -20 -26 -28

长城汽车 2333 HK -4.4 -16 -22 -37

广汽集团 2238 HK -1.0 -12 -14 -28

医药/消费

石药集团 1093 HK -0.3 -11 -8 -9

中国生物制药 1177 HK -0.2 -6 -6 -6

药明生物 2269 HK -3.5 -22 -10 -19

锦欣生殖 1951 HK -1.1 -21 -24 -41

雍禾医疗 2279 HK -1.7 -16 -22 -33

华润啤酒 0291 HK 5.5 5 10 0

海伦司 9869 HK 2.5 15 5 -13

安踏体育 2020 HK 2.6 -6 6 -8

九毛九 9922 HK 3.4 -5 -12 8

美股科技

苹果 AAPL US 1.3 0 4 -2

特斯拉 TSLA US 0.6 -16 4 -34

英伟达 NVDA US 0.0 3 31 4

赛富时  CRM US 1.3 1 32 -11

微软 MSFT US 2.1 -3 1 -8

新股/次新股

九方财富 9636 HK -0.4 / / /

美丽田园 2373 HK 1.6 1 / /

百果园 2411 HK 0.7 5 / /

信息来源：Wind，平证证券(香港)。数据截至2023年3月13日，*上市首日表现

代码
股价表现(%)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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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员声明 

主要负责编制本报告之研究分析员确认： 1)所有在本报告所表达的意见真实地反映其对本报告内所评论的发行

人(“该公司”)及其证券当时的市场分析的个人意见。2)其薪酬过去、现在或未来，没有直接或间接与本报告

所表达的市场分析意见或建议有关连。 

根据香港证监会持牌人操守准则所适用的范围及相关定义，分析员确认本人及其有联系者均没有 (1)在研究报告

发出前 30 日内曾交易报告内所述的股票；(2)在研究报告发出后 3 个营业日内交易报告内所述的股票；(3)担任

本研究报告所评论的发行人的高级人员；(4)持有本研究报告所评论的发行人的任何财务权益。 

免责声明 

本报告由平证证券(香港)有限公司(下称“平证证券(香港)”)提供。平证证券(香港)已获取香港证券及期货事

务监察委员会(“SFC”)第 1 类(证券交易)和第 4 类(就证券提供意见)受规管活动牌照。 

本报告所载内容和意见仅供参考，其并不构成对所述证券或相关金融工具的建议、出价、询价、邀请、广告及

推荐等，并非及不应被理解作为提供明示或默示的买入或沽出证券的要约。 

本报告的信息来源于平证证券 (香港)认为可靠的公开数据并真诚编制，纯粹用作提供信息，当中对任何公司或

其证券之描述均并非旨在提供完整之描述，平证证券 (香港)并不就此等内容之准确性、完整性或正确性作出明

示或默示之保证。 

本报告表达之所有内容、意见和估计等均可在不作另行通知下作出更改，且并不承诺提供任何有关变更的通知。  

对部分司法管辖区而言，分发、发行或使用本报告会抵触当地法律、法规、规定或其他注册或发牌的规则。本

报告不是旨在向该等司法管辖区或国家的任何人或实体分发或由其使用。本报告所提到的证券或不能在某些司

法管辖区出售。 

本报告所列之任何价格仅供参考，并不代表对个别证券或其他金融工具的估值。本文件并无对任何交易能够或

可能在那些价格执行作出声明或保证，此外任何价格并不一定能够反映平证证券 (香港)以理论模型为基础的估

值，并且可能是基于若干假设。由平证证券 (香港)研究或根据任何其他来源作出的不同假设或会产生截然不同

的结果。 

证券价格可升可跌，甚至变成毫无价值。买卖证券未必一定能够赚取利润，反而可能会招致损失。如果一个投

资产品的计价货币乃投资者本国或地区以外的其他货币，汇率变动或会对投资构成负面影响。过去的表现不一

定是未来业绩的指标。某些金融产品的交易（包括涉及金融衍生工具的交易）会引起极大风险，并不适合所有

投资者。 

此外，谨请阁下注意本报告所载的投资建议并非特别为阁下而设。分析员并无考虑阁下的个人财务状况和可承

受风险的能力。投资者须按照自己的判断决定是否使用本报告所载的内容和信息并自行承担相关的风险。因此，

阁下于作出投资前，必须自行作出分析并咨询阁下的法律、税务、会计、财务及其它专业顾问 (如需)，以评估

投资建议是否合适。 

平证证券(香港)有限公司及/或其在香港从事金融业务的关联公司（下统称“中国平安证券（香港）集团”）可

能持有该公司的财务权益，而本报告所评论的是涉及该公司的证券，且该等权益的合计总额可能相等于或高于

该公司的市场资本值的 1%或该公司就新上市已发行股本的 1%。一位或多位中国平安证券（香港）集团成员公司

的董事、行政人员及/或雇员可能是该公司的董事或高级人员。中国平安证券（香港）集团成员公司及其管理人

员、董事和雇员等（不包括分析员），将不时持长仓或短仓、作为交易当事人，及买进或卖出此研究报告中所

述的公司的证券或衍生工具（包括期权和认股权证）；及 /或为该等公司履行服务或招揽生意及 /或对该等证券

或期权或其他相关的投资持有重大的利益或影响交易。中国平安证券（香港）集团成员公司可能曾任本报告提

及的任何机构所公开发售证券的经理人或联席经理人，或现正涉及其发行的主要庄家活动，或在过去 12 个月内，

曾向本报告提及的证券发行人提供有关的投资或一种相关的投资或投资银行服务的重要意见或投资服务。中国

平安证券（香港）集团成员公司可能在过去 12 个月内就投资银行服务收取补偿或受委托及/或可能现正寻求该

公司投资银行委托。 

平证证券(香港)或其任何董事、雇员或代理人概不就因使用本文件内所载数据而蒙受的任何直接或间接损失承

担任何责任。本报告只供指定收件人使用，未获平证证券 (香港)事先书面同意前，不得复印、派发或发行本报

告作任何用途，平证证券(香港)可保留一切相关权利。 

 

 

 

 

 



                                   

如此报告被平证证券(香港)以外其他金融机构转发，该金融机构将独自承担其转发报告的责任。如该金融机构的客户欲就本报告所提到的证券进行交

易或需要更多资料，应联系该转发的金融机构。本报告不是平证证券(香港)作出的投资建议，平证证券(香港)或其任何董事、雇员或代理人概不就因

使用本文件内所载数据而蒙受的任何直接或间接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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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系统公司(由平证证券(香港)建构。其“投资评级指数”及“行业投资评级指数”之百份比数据只反映

平证证券(香港)对该评级及指数之自家建议，只作参考用途。) 

股票投资评级 备注 

强烈推荐 预计 6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恒生指数 20%以上 

推  荐 预计 6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恒生指数 10%至 20%之间 

中  性 预计 6个月内，股价表现相对恒生指数在±10%之间 

回  避 预计 6个月内，股价表现弱于恒生指数 10%以上 

行业投资评级 备注 

强于大市 预计 6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强于恒生指数 5%以上 

中  性 预计 6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相对恒生指数在±5%之间 

弱于大市 预计 6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弱于恒生指数 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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