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亞洲股市

股市 指數 漲跌 比例 今年表現

香港恆生 28990.94 -414.78 -1.41% 6.79%

上海綜合 3404.66 -58.4 -1.69% -1.97%

滬深300 5007.09 -134.68 -2.62% -3.92%

台灣加權 16070.24 -217.6 -1.34% 9.08%

日經225 29792.05 -424.7 -1.41% 8.56%

韓國股市 3039.53 -26.48 -0.86% 5.78%

新加坡 3134.54 -3.12 -0.10% 10.22%

馬來西亞 1626.19 -1.8 -0.11% -0.06%

越南股市 1194.05 -6.89 -0.57% 8.17%

泰國股市 1563.96 -4.86 -0.31% 7.91%

印尼股市 6356.16 8.33 0.13% 6.31%

印度股市 49858.24 641.72 1.30% 4.41%

紐西蘭 12515.22 19.08 0.15% -4.40%

澳洲股市 6959.6 -44 -0.63% 1.59%

亞洲股市行情 (Asian Markets)



港股收挫414點 三桶油沽壓重 長實炒高7%

 中美外交官員首場會議火藥味濃，加上北水流走，港股連升4日後顯著回吐。恒
生指數跟隨外圍低開247點後最多挫668點，低見28,737點；收市報28,990點，
跌414點或1.41%，失守兩萬九關。國企指數收報11,283點，跌186點或1.63%。
科技指數收報8,551點，跌125點或1.44%。主板全日成交2,061億港元，港股通
淨賣出32.57億元。恒指全周累漲251點，升幅0.87%；科指累漲94點或1.11%。

 大型科網股早段受壓。騰訊跌1.9%，收報628元；美團跌1.1%，收報333元；京
東集團跌1.4%，收報326.4元；阿里巴巴及小米集團倒升0.4%及0.2%。昨日被洗
倉的微盟一度再瀉近1成，收報17.1元，跌5.7%。

 油價急瀉7%，三桶油收市挫4.7%至5.6%。工、中、建三大內銀股回吐1.7%至
2.1%。友邦保險跌0.5%；香港交易所跌0.6%；滙豐控股無起跌。

 長實斥170億元向李嘉誠基金會購買資產，另作同額回購股份，股價高開6.2%後
保持升勢，收報50.45元，升7.2%，是表現最佳藍籌。同系的長和業績遜預期，
股價收跌4%；長江基建亦跌2%。



內地季結水緊連累港股

 港股逐步回穩，料1月底的低位28,200點水平的支持力較大。美國聯
儲局議息後維持利率不變，並預期2023年前都不會調整利率，當局認
為需要看到實際通脹上行才會收緊貨幣政策，同時調高對經濟增長的
預測。雖然近日美國10年期國債孳息仍於高位徘徊，加上美國總統簽
署1.9萬億美元的紓困方案，市場憂慮或會刺激通脹，但財長已表示
通脹風險仍然較低及可控，配合聯儲局的言論，料可暫時消除通脹升
溫的憂慮。

 國家統計局發布2月份內地70大中城市的商品住宅銷售價格情況，4個
一線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銷售價格按年上升4.8%，二線城市及三線城市
的新建商品住宅銷售價格分別按年上漲4.5及3.6%，全部漲幅均較1月
有所擴大，主要因為去年基數較低所致。至於按月漲幅則表現參差，
反映整體樓價發展穩定。不過，2月份一線城市的二手住宅銷售價格
按年及按月分別上升10.8及1.1%，其中實施二手房成交參考價機制的
深圳，2月份二手住宅銷售價格按月錄得0.9%的升幅，估計當地的剛
性需求仍強。

 另外，首兩個月的房地產開發投資按年上升38.3%至13,986億元人民
幣，其中住宅投資按年增加41.9%至10,387億元人民幣，佔比為74.3%。
而首兩個月的商品房銷售額按年增加1.33倍，其中住宅銷售額按年增
長1.44倍，反映內地房地產市場發展仍然理想，且住宅的需求仍然強
勁。首兩個月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全國固定資產投資、社會消費品
零售總額分別按年增加35.1%、35%及33.8%，增速顯著，其中扣除汽
車的消費品零售額按年增加30.4%，反映內需增長推動經濟發展。由
於今年內地的經濟增速目標定於6%以上，相信未來3大引擎將繼續帶
動經濟增長。



股市崩盤只是時間問題？投資者準備7件事

 近期包括被視為「股災預言家」的GMO創辦人Jeremy Grantham、有「新債王」稱
號的雙線資本創辦人岡拉克等在內，都警告美股恐有崩盤危機。美媒《Motley 
Fool》財經專欄作家Danny Vena本周撰文指出，回顧歷史，股災只是時間問題，
既然不可避免，現在就為下次崩盤做好準備才有意義，而投資者有7件事要先準
備。

◦ 第1，須了解自己，明白自己是甚麼類型的投資人，是喜歡高風險、高回報率股票？還是成長型、分紅
型、價值型股票？這將有助於為下次經濟衰退做好準備。

◦ 第2，若有機會在下次經濟衰退前還清債務，那就盡快去做，這將有助於在晚上安心入睡。

◦ 第3，應準備一筆應急基金，為可能的突發情況做準備。

◦ 第4，應盡可能長期投資，只拿出你能安心放在股市3到5年的錢，這樣就不會因為急需那筆錢，被迫在
股票下跌時賣出。

◦ 第5，不應恐慌拋售，如果看到所有股票同時下跌，那代表你的個人投資沒有問題，而是遍布整個市場
的情況，不要因看到所有股票都在下跌都賣出，恐慌拋售是導致虧損的最快方式。

◦ 第6，應理解自己投資組合中的投資項目，這樣就能知道何時能進場撿便宜。

◦ 第7，不要糾結於市場行情，在電腦面前緊盯盤勢，應關掉電腦，去看美麗的日落、讀想看的書、收看
渴望已久的串流節目，市場一直都會存在，不需要目睹市場崩潰，這會奪走寧靜。

 他指出，股市每3年會走下坡一次，每次回落的嚴重程度會有所不同。股市下跌
10%，每年會發生一次；下跌20%，每4至5年會發生一次；下跌30%，每10年會發
生一次；下跌40%，每20年會發生一次。



惠譽獲准進入中國信用評級市場

 繼去年國際評級機構標準普爾後，另一國際評級機構惠譽成為第二家獲
准進入中國市場的外資信用評級機構。

 中國人民銀行營業管理部周四( 14日)公布，惠譽在境內設立獨資公司惠
譽博華予以備案。同日，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發布公告，接受惠
譽博華進入銀行間債券市場，開展部分債券品種評級業務的註冊。

 去年1月，標普通過一家全資子公司在華提供信用評級服務，正式兌現
向外資開放信用評級市場的承諾。

 惠譽博華總裁陳東明表示，很高興獲得為中國債券市場提供信用評級服
務的許可，其獨立分析、透明的評級方法，以及嚴格的評級流程，將令
廣大市場參與者受益。一支由分析師、業務拓展，以及支持人員組成的
團隊已經成立，未來將繼續擴大員工規模。

 惠譽評級亞太區業務主管李廣聰則指，中國是惠譽評級的核心增長市場，
將一如既往地助力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和國際化進程，相信可增強惠譽
評級在亞太地區的業務實力，將繼續在該地區進行其他戰略性投資。



嗶哩嗶哩前景樂觀

 俗稱B站的嗶哩嗶哩(09626)已開始公開招股，
計劃發售2,500萬股，招股價每股不超過988
港元，集資最多247億元，並設有15%的超額
配售權，可額外配售375萬股，令集資額提升
至284.05億元。由於目前嗶哩嗶哩的美國預
託證券價格較招股價有折讓，相信最終定價
較大機會比988元為低。

 嗶哩嗶哩現時擁有超過2億的活躍用戶，為內
地年輕互聯網用戶在線娛樂的首選品牌，由
動漫、漫畫及遊戲愛好者的中心發展成為新
世代的在線社區。與眾多視頻網站競爭對手
相比，嗶哩嗶哩通過營造歸屬感來綁定用戶，
非侵入性廣告環境亦令內容更具吸引力。嗶
哩嗶哩的收入主要來自手機遊戲，其次是直
播和增值服務以及廣告。嗶哩嗶哩通過強大
的遊戲渠道、優質的串流媒體內容和創新的
廣告產品，進一步擴展高度粘性的用戶群並
從中獲利。

 公司近年將戰略重點放在用戶增長，同
時增量用戶保持高質量，移動月度活躍
用戶的增長和付費用戶第4季分別按年增
長61及103%，超過整體月度活躍用戶增
長。此外，用戶的停留時間維持於每天
75分鐘。通過測試的官方成員按年增長
51%至1.03億戶，而12個月保留率仍高於
80%。管理層表示，公司有能力滿足中國
8.5億在線視頻用戶群體的娛樂需求。隨
着公司繼續將戰略重點放在用戶增長上，
有望提前實現其用戶增長目標，中長期
目標用戶可達5億水平。



強積金宏利市場佔率24.6% 仍居首位

 強積金市場佔有率報告，首三位依次為宏利(24.6%)、滙豐(18.6%)及永
明(10.3%)。於過去12個月，永明及宏利錄得最多市場佔有率增幅，分別
增長1.1%、0.7%，相反滙豐市場佔有率則下滑最多，跌1%。

 對於整體資金流向及個別基金表現，自去年12月至今年2月，股票資產連
續3個月錄得淨流入共46億元。今年初至今回報最佳及最差的同類型亞洲
股票基金相差12.1%，反映出強積金計劃選擇的重要性。



歐美股市

股市 指數 漲跌 比例 今年表現

俄羅斯 1474.05 -14.67 -0.99% 6.24%

英國股市 6708.71 -70.97 -1.05% 3.84%

法國股市 5997.96 -64.83 -1.07% 8.04%

德國股市 14621 -154.52 -1.05% 6.58%

希臘股市 833.07 -11.49 -1.36% 2.98%

義大利 26341.8 -134.65 -0.51% 8.84%

西班牙 849.28 -12.5 -1.45% 5.50%

葡萄牙 3574.26 43.72 1.24% -5.93%

愛爾蘭 7998.72 -97.92 -1.21% 8.44%

股市 指數 漲跌 比例 今年表現

道瓊工業 32627.97 -234.33 -0.71% 6.60%

S&P 500 3913.1 -2.36 -0.06% 4.18%

NASDAQ 13215.24 99.07 0.76% 2.54%

美洲股市行情 (American Markets)

 歐洲非洲股市行情 (European Markets)



美股個別發展 道指挫234點 納指反彈

 美股「四期結算日」，三大指數漲跌不一，道指跌234點，收報
32,627點；納指升99點或0.76%，報13,215點；標指跌2點或
0.06%，報3,913點。全周累計，道指跌0.46%；標指跌0.77%，納
指則跌0.79%。

 外媒引述消息報道，IMF擬大幅上調美國今年的國內生產總值
(GDP)增長預測至6.5%以上，遠高於1月時預測的5.1%；日本則因
將全面解除緊急狀態，今年增長預測也將微調至3.1%以上，僅較
1月預測的3.1%稍稍改善，疫情再次蔓延的風險仍存。至於今年
全球經濟將一改去年萎縮3.5%的慘況，復甦迹象明確。



美汽油需求幾近收復疫後失地 價格今年漲逾30%

 油價反彈，4月紐約期油收漲2.37%，每桶報61.42美元，結束此前連續五個交易
日下跌的趨勢，但全周仍累計下跌6.38%。

 美國經濟復甦及疫苗接種帶動當地燃料需求。據GasBuddy數字顯示，美國汽油需
求已回復至接近正常3月的水平，周四(18日)的需求較去年封鎖措施生效前最後
一個星期四多1.8%，並較之前4個星期四的平均高出17.5%。

 GasBuddy石油分析主管Patrick De Haan表示，過去數周的石油需求反彈幅度可
觀，幾乎每天都有驚喜，他又提到目前只是3月，意味隨着經濟復甦及愈益接近
夏天，相信屆時的石油需求，將較幾乎所有人數個月前的預期為高。

 不過，汽油需求回升亦刺激價格上漲。美國汽車會(AAA)數字顯示，周五(19日)
全國汽油零售價為每加侖2.886美元，按年漲69美仙或31.4%。AAA發言人稱，美
國人現時入油費用較2月時多14%，由於汽油供應緊張，相信未來數周油價將愈來
愈昂貴。



 意大利政府向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的企業及個體經營者、地方政
府和相關產業提供總額320億歐元(約2,957億港元)的經濟援助。

 意大利總理德拉吉表示，援助措施的核心內容是支持企業、保障
就業和幫助貧困人口，因此要以最快的速度讓盡可能多的資金發
放到位。他解釋，現時當務之急是帶領企業和勞動者走出疫情難
關，眼下不是關心債務和考慮歐盟《穩定與增長公約》的時候。

 意大利經濟和財政部長Daniele Franco指出，援助措施將分5個方
向具體展開，其中大部分資金將用於幫助企業、就業者和貧困人
口，衛生醫療領域將投入50億歐元(約462億港元)，其中28億歐元
(約258億港元)用於採購新冠疫苗和治療藥物，其餘資金將轉移至
地方政府用於填補財政缺口，或撥付給相關部委定向支持受疫情
影響的農業生產和文化教育等公共事業。

意大利政府出台2957億元經濟援助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