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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股市

股市 指數 漲跌 比例 今年表現

香港恆生 23280.06 194.27 0.84% -17.79%

上海綜合 2780.64 46.12 1.69% -8.84%

滬深300 3734.53 59.45 1.62% -8.84%

台灣加權 9663.63 -44.43 -0.46% -19.45%

日經225 17818.72 -246.69 -1.37% -24.68%

韓國股市 1724.86 39.4 2.34% -21.51%

新加坡 2453.03 12.76 0.52% -23.88%

馬來西亞 1330.9 8.24 0.62% -16.23%

越南股市 680.23 17.7 2.67% -29.22%

泰國股市 1138.27 32.76 2.96% -27.95%

印尼股市 4531.69 65.65 1.47% -28.06%

印度股市 28265.31 -1203.18 -4.08% -31.48%

紐西蘭 9870.56 -55.52 -0.56% -14.11%

澳洲股市 5188.7 -102 -1.93% -23.72%

亞洲股市行情 (Asian Markets)



私隱署籲用戶留意Zoom資料保安 倡更新App版本

 新冠肺炎疫情下，不少學校及企業以網上會議程式「Zoom」進行教學及商務
會議，但程式安全惹起質疑。私隱專員公署表示，留意到有報道指「Zoom」
轉移用戶資料，呼籲用戶關注個人資料保安情況。

 私隱署指，從傳媒報道得悉「Zoom」曾將使用iOS手機應用程式用戶的資料，
轉移至Facebook，「Zoom」其後公開回應，稱已更新iOS手機應用程式，取消
相關的轉移功能。私隱署認為，使用者如決定繼續使用程式，應將手機應用
程式更新到最新版本，以專為Zoom建立的帳戶登入，為會議設置密碼，以及
留意帳戶任何異常活動。



政府再刊憲 酒吧及酒館今晚6時起關閉14日

 港府繼宣布要求關閉多個娛樂及高風險場所後，昨日( 2日)再
刊憲，要求酒吧等出售酒類的場所今晚( 3日)  6時起關閉14日，
直至4月17日下午5時59分。食物及衞生局公布，因應酒吧及樂
隊群組已錄得至少76宗相關感染個案，包括第二代、第三代及
第四代沒有前往酒吧的感染者，因此需根據《預防及控制疾病
(規定及指示) (業務及處所)規例》(《規例》) (第599F章)發出
最新指示，要求關閉酒吧。



惠譽將滙豐前景展望下調至「負面」

 國際評級機構惠譽宣布，將滙豐控股( 00005)前景展望由「穩定」下調至「負
面」。同時，確認滙控的長期發行人違約評級( IDR)為「 A+」，主要反映新冠肺
炎爆發對經濟帶來的影響。

 惠譽預計，2020年全球經濟增長將大幅下跌，根據基本預測，2020年英國國內生
產總值( GDP)或降至4%，2021年則明顯復甦。此預期是基於下半年解除經濟遏制
措施。

 惠譽並指，英國當局對私營部門採取貨幣及財政支援措施，相關措施對銀行業無
疑帶來正面影響。不過，該機構預期銀行資產質素將差於預期，盈利將受到業務
活動減少、貸款減值費用增加，以及淨息差受收窄而帶來壓力。



傳高層不滿停派息 要求滙豐遷冊香港

 英倫銀行要求滙豐控股( 00005)暫停派末期股息，消息拖累該股周四( 2
日)一度跌穿38港元關，曾跌5. 38%，低見37. 8元。英國《金融時報》引
述消息人士透露，此舉引發部分滙控董事及高層的不滿，要求重新考慮
將總部遷冊回香港。

 報道指，有高層支持滙控應遷冊至香港，並指英國監管部門的做法即迫
使集團示弱，非常質疑有關要求。另一高層質疑英倫銀行的做法。滙豐
銀行發言人則表示，目前尚無任何審查滙豐銀行全球總部的討論，也沒
有遷冊的計劃。

 據悉，滙控主席杜嘉祺決定暫停派息後，已致電包括中國平安( 02318)
主席馬明哲等多名主要投資者，解釋有關做法。

 美銀周三( 1日)發表的研究報告亦指出，在2019年，滙控的香港業務貢
獻稅前盈利120億美元，而英國僅供貢獻17億美元；另其註冊股東中，
28%是香港散戶，11%是內地個體，故該行相信，其亞洲區股東佔比已高
於英國股東。在脫歐後，在機構風險敝口的角度看，英國的戰略地位已
改變，而滙控亦擬減少英國的批發業務。故該行認為，滙控在英國註冊
已愈來愈不合時宜，相信隨着英國的監管不明朗風險增加，關於滙控應
否遷冊的議題將會再受熱議，而相對上香港的監管顯得保守和具可預測
性。



傳內地下周發1070億人幣國債 創單次規模新高

 面對新冠疫情對經濟衝擊，中國財政政策刺激力度不斷加大。外電周四
( 2日)引述三位消息人士透露，中國財政部或於下周三( 8日)招標發行共
1, 070億元人民幣(下同)國債，分別為兩年及五年期國債，創單批國債
發行規模新高。

 在該批招標國債之中，兩年及五年期發行量分別為500億及570億元，當
中五年期發行規模為1999年來單期新高。



歐美股市

股市 指數 漲跌 比例 今年表現

俄羅斯 1034.06 46.31 4.69% -33.24%

英國股市 5480.22 25.65 0.47% -27.34%

法國股市 4220.96 13.72 0.33% -29.39%

德國股市 9570.82 26.07 0.27% -27.76%

義大利 18368.4 303.63 1.68% -28.33%

西班牙 651.61 -0.23 -0.04% -31.48%

葡萄牙 2800.8 -71.02 -2.47% -16.77%

愛爾蘭 4880.11 -110.86 -2.22% -32.06%

南非股市 41245.26 1217.85 3.04% -18.83%

股市 指數 漲跌 比例 今年表現

道瓊工業 21413.44 469.93 2.24% -24.97%

NYSE綜合 10062.37 217.52 2.21% -27.68%

S&P 500 2526.9 56.4 2.28% -21.79%

歐洲非洲股市行情 (European Markets)

美洲股市行情 (American Markets)



新冠肺炎︰全球97萬人感染 美病例破22萬宗

 美國的新冠肺炎病例及死亡個案，周三（1日）分別突破22萬宗及5000宗，更是首個單日錄得
逾1000人病歿的國家。疫情日趨嚴重，美國動用最後一批屬戰略儲備的防護裝備，並煞停海
外醫療援助，國防部更奉命提供10萬個屍袋應急。

 全球至今逾97萬人感染新冠肺炎，其中4.9萬人病亡；世界衞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周三表示，
過去5周全球新症數量呈近乎指數級增長的趨勢，預計接下來數天將達100萬宗確診病例及5萬
人死亡。美國當天則激增逾3.5萬宗病例，死亡人數單日急增超過1000人；累計225,297人染病，
5,287人病歿。

 面對病歿人數直線上升，彭博社消息指在聯邦應急管理局要求下，國防部將提供大批軍用屍
袋，處理大量病歿者的遺體，並先從5萬個庫存中抽調部分，同時尋求採購更多屍袋。這些
94吋乘38吋大的綠色尼龍屍袋，一般分配到戰場使用。



 憧憬沙特阿拉伯與俄羅斯的「石油大戰」，在美國介入下有望停火，加上有消息指中國提早開始增加
戰略石油儲備，刺激紐約期油曾爆升34. 86%至每桶27. 39美元，布蘭特期油亦大漲46. 69%至36. 29美元。

 美國總統特朗普周四在社交媒體表示，他致電俄羅斯總統普京及沙特王儲薩勒曼，希望兩國每日減產
1, 000萬桶甚至更多。

 其後，沙特阿拉伯呼籲石油輸出國組織( OPEC)連同俄羅斯等產油國，俗稱OPEC+，召開緊急會議，冀達
成「公平交易」，以恢復市場平衡。沙特稱該國已在全球經濟異常的環境中作出貢獻。俄羅斯克里姆
林宮的發言人則表示，總統普京沒有與薩勒曼通電，亦未同意減產以提振油價。

 據俄羅斯能源部初步數字顯示，當地3月份平均產油量為每日1, 129. 4萬桶，與2月的1, 130. 1萬桶相若，
當地政府官員表示基於目前市場情況，沒有計劃增加產量，顯示願意考慮減產。相反，沙特無視華府
呼籲，稱本月每日平均供應量會達破紀錄的逾1, 200萬桶，國營油企沙特阿美亦在社交媒體上透露，最
近單日向15艘運油輪卸運1, 880萬桶原油。

 金價周四則反覆升，現貨金高見每安士1, 614. 29美元，升1. 43%。投資者搶購黃金交易所買賣基金( ETF)
之際，新債王岡拉克警告，「紙黃金」非真金白銀，勿指望能拿到真正的黃金。

沙俄停火現曙光油價暴升46%



美股收市：道指升469點 油股大幅上漲

 國際油價大漲，刺激美國股市周四(2日)做好，但投資者仍關注當地就業市場
表現。道指收報21,413點，升469點或2.24%；標指收報2,526點，升56點或
2.28%；納指收報7,487點，升126點或1.72%。

 市場關注沙特和俄羅斯有望減產以應對低油價和新冠肺炎疫情導致需求下降，
紐約期油單日急升逾24%，創歷史最大升幅。油股領漲大市，雪佛龍和埃克
森美孚全日分別升11.11%和7.62%，是道指表現最好的成分股。

 科技股普遍做好，思科系統、英特爾、IBM收市齊升逾4.5%；蘋果公司則上
漲1.67%。

 新一輪業績期將至，FactSet資料顯示，分析員預期標指成分企業首季盈利將
下跌5.2%，勢是2016年首季以來最大跌幅。在疫症衝擊下，可以預期會出現
業績報告延遲公布、撤回財務預測，以及業績表現令人混亂的情況。

 數據方面，美國上周新申領失業救濟人數升1倍至664萬，為連續兩周創出新
高，大幅超乎市預期。

 美國2月工廠訂單持平不變，市場原預期升0.2%。此外，美國2月耐用品訂單
終值升1.2%，扣除運輸設備的訂單跌0.6%，均與初步估計和市場預期一致。

 美國2月貿易赤字由前一個月的455億美元收窄12.2%至399億美元，與市場預
期相若，並連續兩個月收窄，期內入口跌2.5%至2,474.8億美元，出口跌0.4%
至2,075.4億美元。至於2月對華貿赤收窄16.8%，至197億美元。



全球最大黃金買家縮手 仲買金？

 作為全球最大黃金買家的俄羅斯，其央行於本周一(3月30日)宣布，自4月
1日起停止購買黃金，但未有說明原因。

 市場估計，俄央行目前的黃金儲備已足夠，故不再須要多作採購，但更
壞的預測是，受到油價大跌，俄羅斯不但要停手買金，未來更有可能會
逢高沽金套現應急，那變相會打擊金價走勢，那投資者不禁要問，到底
目前該不該繼續買黃金？

 【停買或因應對石油大戰】

 【抗疫停產 黃金供應受阻】

 【消費冰封 黃金需求下降】

 【黃金持倉比例宜在2至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