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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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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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0.71 -2.65 -3.95

恒生国企指数 6469.65 -2.21 -3.51

恒生科技指数 3870.27 -2.75 -6.26

上证综合指数 3234.91 -0.48 4.71

万得中概股100 2492.82 -1.99 3.08

道琼斯 32244.58 1.20 -2.72

标普500指数 3951.57 0.89 2.92

纳斯特克指数 11675.54 0.39 11.55

商品 收市价 变动% 年初至今%

纽约期油 67.81 1.60 -15.51

黄金 1982.80 0.47 8.58

铜 8711.00 1.53 4.05

板块表现 最新交易日% 月初至今% 年初至今%

原材料行业 1.7 -0.1 6.2

综合行业 -1.2 1.6 2.0
公用事业 -1.9 -0.8 -0.6

地产建筑行业 -2.0 -2.1 -5.0
资讯科技行业 -2.1 -3.9 -6.2

能源业 -2.4 5.0 11.7
工业行业 -2.8 -1.4 -1.9

非必需性消费行业 -2.8 -4.9 -4.8

必需性消费行业 -2.9 -1.9 -4.1
电讯行业 -3.0 7.0 21.2

金融行业 -3.1 -4.8 -2.0
医疗保健行业 -4.2 -6.1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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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回顾 
随着硅谷银行等相继倒闭，瑞信被瑞银收购，市

场避险情绪升级，周一恒指低开低走，收跌

2.65%，报 19000.71点，其中汇丰控股(0005HK)

大跌逾 6%，医药板块跌幅居前，其中翰森制药

(3692HK)、药明生物(2269HK)等跌近 6%。国企指

数及科技指数分别收跌 2.21%和 2.75%。港股再度

大跌之际，港股通南下资金持续净买入，继上周

净流入 134.6亿港元后，周一单日净流入达 56.9

亿港元。 

美股市场 
瑞银在瑞士政府指旨下收购瑞信，全球银行业危

机逐渐缓解，於美联储开会前，美股周一高收。

道指收市升 382.6点或 1.2%，报 32,244.58点。

标普 500指数收市升 34.93点或 0.89%，报

3,951.57 点。银行股仍未全面反弹，高盛

(GS.US)升 2%；摩通(JPM.US)扬 1%；美银

(BAC.US)升 0.1%。地区性银行从过去一星期的大

幅亏损中反弹，PacWest(PACWP.US)飙 30%领涨，

但获多间华尔街银行出手相救的 First 

Republic(FRC.US)股价下跌 47%。 

市场展望 
晨报积极提示按不同行业及个股自下而上布局投

资机会，上周五半导体板块异军突起全线大涨验

证了我们逢低积极布局的前瞻研判。晨报持续重

点推荐的人工智能板块表现活跃，龙头公司百度

集团（9888HK）继上周五单日大涨 13.67%后，周

一继续逆势上周 0.91%。央行超预期降准再度支

持信贷融资，国内一季度经济正处于复苏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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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值已明显回调的新能源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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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工及创新药等的中长期配置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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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热点 

3月 20 日，国资委党委召开扩大会议，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张玉卓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提出要以更

大力度鼓励支持中央军工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指导中央企业立足自身所能积极支持国防军队建设，助力

实现国家战略能力最大化。在新时代背景下，军工行业需求景气度维持在高位， 建议关注相关龙头公

司：中航科工（2357HK）、中船防务（0317HK） 

近日电池级碳酸锂价格已降至 31.7-34.2万元/吨，年初电池企业来自车企的降价压力得到缓解，这将

带来产业链利润的重新分配，对于材料加工、电池生产、整车制造乃至消费者均为利好。上游成本降低

以及各地纷纷出台促进新能源汽车消费的具体措施将有利促进新能源车的较好销售，建议积极关注相关

受益龙头公司：比亚迪（1211HK）、广汽集团（2238HK）、长城汽车（2333HK） 

本周荐股 

公司及代码 推荐内容 目标价/止损价 

中国软件国际

(0354HK) 

公司于 2000 年成立，是大型综合性软体与信息服务商，主要为全

球客户提供“端到端”的 IT服务，在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

等技术的数字化应用方面有丰富经验。公司与华为密切合作，在华

为如智能汽车、云服务等产品线实现了供应全覆盖。公司近年深度

参与华为鸿蒙系统的开发，布局相关鸿蒙业务，并获得了开源鸿蒙

的入场券。目前，公司下设技术与专业服务集团（TPG）和互联网

IT服务集团（IIG）定位不同客户的需求。公司作为我国 IT服务的

龙头，已在行业内取得了深厚的技术积累和领先的行业地位。目

前，在智能汽车行业迅速扩展的当下，公司积极进行布局，已经建

立起了较为完善的研发体系和产品链条。公司未来有望在数字经济

建设、智能汽车和鸿蒙生态的高速发展中持续受益。Wind 一致预期

公司 2023年归母净利润为 13.69亿元人民币，对应当前股价 PE为

11倍左右，较为低估，建议积极关注。 

6.0/5.0HKD 

财经要闻 
【宏观信息】 

美联储开会前夕 道指高收 382 点 

瑞信欧股价暴跌 56% 英国富时 100高收 0.9% 

美联储议息 三十年期国债息率录近一周最大升幅 

美国 2 月谘商会经济领先指标连降 11个月 符预期 

美国 2 月工业生产意外放缓至零增长 惟制造业生产意外续升 0.1% 

英国 3 月 Rightmove平均房价按月回升 0.8% 

新加坡金管局：保证瑞信营运如常 随时准备提供流动性 

香港保监局：本地获授权保险公司对瑞信风险敞口不大 

香港金管局：瑞信港分行总资产约 1,000亿元 本地银行业对瑞信风险承担不大 

中共中央印发大兴调查研究工作方案 

习近平访俄前在俄媒发文 称要推动投资经贸合作及扩大双边贸易规模 

习近平与普京一对一会谈 历时四个半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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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关：2月下旬以来出口用箱量持续增长 

财政部副部长：积极的财政政策将加力提效 

乘联会崔东树：低基数下料全年新能源汽车出口可达高增长 

郑商所：严厉打击市场违法违规行为，有力保障苹果期货稳定运行 

内地全面注册制相关业务首次全网测试完成 

内地 2023 年度大盘票房突破 150 亿人币 

内地 2 月人币计出口按年转增 5.2% 进口转增 11.1% 

 

【公司信息】 

药明康德(02359.HK)全年纯利 88亿人民币增 73% 每 10股派息 8.9266元 

中国中车(01766.HK)中低压功率器件产业化项目开工 首期投资涉近 59亿人币 

携程集团-S(09961.HK)：近半月五一海外跟团游预订量环比上涨 167% 

固生堂(02273.HK)共斥 3,920 万人币收购内地两间中医医院 

中化化肥(00297.HK)全年纯利 11.17亿元人民币升 28.9% 末期息 6.23港仙 

光大银行(06818.HK)：光大集团已全部行使可转债转股权 持股量降至 47.19% 

广发证券(01776.HK)拟发行不逾 200亿人币公司债券注册申请获批 

海吉亚医疗(06078.HK)全年纯利 4.77亿人民币增 8% 末期息派 15分 

华润水泥(01313.HK)：今年发展较稳定 基建投资利好行业 

三一国际(00631.HK)全年纯利 16.65亿人民币增 32% 末期息派 19港仙 

中国联塑(02128.HK)全年纯利 25.17亿人民币跌 17.3% 末期息派 30港仙 

思摩尔(06969.HK)全年纯利 25.1 亿人民币跌 52.5% 末期息派 8港仙 

爱帝宫(00286.HK)料去年亏损不多於 1.8亿元 

康德莱(01501.HK)全年纯利 1.32 亿人民币跌 7.9% 末期息派 24分 

灵宝黄金(03330.HK)全年纯利 2.4亿人民币增 84.7% 不派息 

融创服务(01516.HK)去年盈转亏蚀 4.82亿人币 派末期息 13.7分人币 

惠理集团(00806.HK)2月底未经审核管理资产总值按年跌三成 

中国忠旺(01333.HK)：法院批准企业管理人延期三个月提交重整计划草案 

赛生药业(06600.HK)获药监局批准新型抗菌药物 Vaborem 临床试验申请 

歌礼制药－Ｂ(01672.HK)今年以来利托那韦片预收款累达 5,500万人币 

现代牧业(01117.HK)非全资附属斥 1,908万人币收购云养牛科技股权 

中国建筑兴业(00830.HK)全年纯利 4.22亿元升 44.5% 派末期息 2.4仙 

金融街物业(01502.HK)：通过控股子公司设立物管合资公司 

海通国际(00665.HK)预计去年转亏 64亿至 66 亿元(更正) 

 

新股资讯 
公司名称 上市代号 行业 招股价 每手股数 招股截止日 上市日期 

洲际船务 2409 运输业 3.27-3.91 1000 2022/3/17 2022/3/29 

达势股份* 1405 餐饮业 46.0-55.0 100 2022/3/21 2022/3/28 

中天湖南集团* 2433 建筑业 1.08-1.28 2000 2022/3/23 2022/3/30 

资料来源：阿斯达克财经网 *招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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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数据 
日期 国家 指数    期间        预测值   前值 

03/21 美国 Philadelphia Fed Non-

Manufacturing Activity 

三月 -- 3.2 

03/21 美国 二手房销量年率 二月 4.15m 4.00m 

03/21 美国 旧宅销售 月环比 二月 3.80% -0.70% 

03/21 美国 Philadelphia Fed Non-

Manufacturing Activity 

三月 --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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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8 -2 -8

恒生国企指数 HSCEI -2.2 -7 -2 -8

恒生科技指数 HSCEI -2.8 -9 -6 -9

科网公司

腾讯控股 700 HK -1.4 -10 11 -4

阿里巴巴 9988 HK -2.8 -20 -8 -13

百度集团 9888 HK 0.9 2 27 9

小米集团 1810 HK -2.8 -13 0 -19

京东集团 9618 HK -2.7 -29 -32 -27

网易 9999 HK -1.9 -2 20 5

新能源车

比亚迪 1211 HK -2.9 -13 -4 2

小鹏汽车 9868 HK 1.6 -8 -15 -68

吉利汽车 0175 HK -1.6 -21 -24 -19

长城汽车 2333 HK -0.8 -27 -19 -33

广汽集团 2238 HK -0.8 -12 -13 -26

医药/消费

石药集团 1093 HK -2.9 -11 -10 -6

中国生物制药 1177 HK -3.0 1 -7 -1

药明生物 2269 HK -5.9 -20 -7 -15

锦欣生殖 1951 HK -2.8 -20 -26 -30

雍禾医疗 2279 HK -1.6 -9 -24 -27

华润啤酒 0291 HK -4.3 0 9 15

海伦司 9869 HK -2.1 3 0 15

安踏体育 2020 HK -2.4 -5 3 3

九毛九 9922 HK -3.5 -13 -11 22

美股科技

苹果 AAPL US 1.5 2 19 -3

特斯拉 TSLA US 1.7 -9 22 -39

英伟达 NVDA US 0.7 18 59 -2

赛富时  CRM US 0.2 10 44 -15

微软 MSFT US -2.6 4 14 -8

新股/次新股

九方财富 9636 HK 0.0 / / /

美丽田园 2373 HK -1.8 -5 / /

百果园 2411 HK -3.4 0 / /

信息来源：Wind，平证证券(香港)。数据截至2023年3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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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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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