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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及成份股 - 香港指數
本週升跌

港股跟隨外圍向上，
升約250點，但全星期
計，恒指仍累計跌413
點。



內地股市造好 上證升至一個半月高位收市
2020-05-08 18:04

中美同意促進執行首階段貿易協議，
加上內地放寬外資投資限制，上證
指數曾逾升1%，至2,900點以上，尾
市升幅收窄，以個半月高位2895點
收市。



• 國務院副總理劉鶴與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及美國財長努欽通話，同意加強經濟及
公共衛生合作，為落實中美首階段貿易協議創造有利條件，市場憧憬中美貿易緊張
關係暫不升級，港股造好。

• 中民證券(香港)研究部董事黃偉豪表示：「有機會向上挑戰之前24600點至24800點
的高位，但下一步短期阻力，先看一看50天線，如果連這個位置也能升穿並站穩，
不排除港股還有一輪反彈可能會出現。」

• 科網及新經濟股方面: 騰訊升百分之2，至近兩年新高，帶領大市向上。調研報告
料騰訊旗下《王者榮耀》4月收入按月升43%，騰訊股價升2.7%報418.2元，單股推
高恆指73點。小米在內地五一假期銷售上升，股價升8%。阿里巴巴升1.5%報193.4
元。美團升3.6%報111.6元。手機部件股普遍上揚，瑞聲及舜宇各升4%及2.4%，丘
鈦升5.7%。

• 中海油跟隨國際油價造好，回升近百分之2，以近全日高位收市。

• 內地放寬外資投資限制，A股造好，中資金融股普遍向上。

• 港珠澳大橋港澳綫穿梭巴士有限度恢復服務，賭業股造好，銀娛是表現最好藍籌，
連同澳博及新濠齊升半成。

• 商務部指將採取一系列措施促消費增長，汽車股獲支持，東風、長城汽車 及廣
汽 各升5.3%、4.2%及3.8%，吉利 升2.7%。

《全日總結》港股升249點騰訊領漲濠賭及車股發力



擁醫療概念 阿里健康股價今年倍升

「ATMX」四家科技股龍頭中，小米、美團和騰訊今年至今累升3.9%、9.52%和11.34%，阿里巴
巴（9988）仍累跌6.66%，但亦跑贏大市，因恒指今年至今累跌14%。同時有醫療概念的阿里
健康（0214）和平安好醫生（1833），在新冠肺炎疫情更受市場追捧，年初至今分別升達
102.67%和90.68%（見圖）。

分析：長線具潛力 持倉宜納科技股

利達LW A.M.基金經理黃耀宗認為，新冠肺炎疫情下，市場更相信雲計算、輕資產等科技股概
念，加上資金尋找經濟復蘇股，亦憧憬兩會前後政府推出政策加強扶持新基建，即5G、雲計
算等行業，帶動近期科技股走強。他認為雲計算、大數據長線有發展潛力，即使在受疫情影
響的市况下，持倉亦宜保持一定的科技股。

港股表現繼續牛皮，昨日中國副總理劉鶴和美國財長梅努欽在早上進行電話會議，緩和中美
關係，有助恒指企穩在24,200點附近，全日收市24,230點，上升1.04%或249點。主板成交再
次不足千億元，僅968億元，但科技股佔了當中逾210億元。 (明報)



中美關係愈趨緊張。總統特朗普以及國務卿蓬佩奧多次就疫情攻擊中國。特朗普並威脅進
一步增加關稅，作為最終武器，最新美國民調顯示，約三分之二美國人對中國印象負面。

特朗普在疫情處理不力，加上美國民眾不喜歡中國，特朗普在未來數月競選期間，攻擊中國應
該是其中主要策略，預期要待大選後，中美關係才可能出現實質轉機。
A股周三復市後，走勢平穩，外資亦沒有流出A股。事實上，A股市場始終以內地投資者主導，中
國經濟較早從疫情中恢復，再加上中央落實5月下旬舉行兩會，亦為A股帶來相對維穩行情，預
期A股短期表現將偏穩。其中，資金流向新基建股。由於擁有較多高增長的科技企業，預期深圳
股市，短期表現較佳。

展望未來，中美貿易代表進行電話會議，雙方表示努力落實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但是，總
統特朗普處事反覆，中美關係仍然有很多暗湧。此外，中資股進入兩會行情，預期將為港股低
位帶來支持，恆指初步支持上移至23,800點。恒指服務公司將於本月15日公布檢討結果，市場
關注阿里及美團等能否納入成分股。
港府逐漸放寬社交限制措施，將對部份行業例如餐飲等帶來改善。然而，由於海外不少國家確
診人數仍高企，加上香港的社會爭拗，或影響遊客恢復來港的進度。加上中美關係緊張，香港
經濟乏力，打擊本地消費信心。雖然政府推出超過2,000億元的紓困措施，有助減輕本地經濟的
短期衝擊，但未來前景仍不明朗。因此，香港本地經濟股，短期缺乏大幅上升空間。



亞太區股市造好 日本股市升逾2% 2020-05-08 17:13

中美經貿官員通話，憧憬經貿緊張關係
降溫，日本股市升逾百分之2，重上兩萬
點以上。日本遊戲商任天堂首季多賺超
過兩倍，但預期全年度少賺一成半，股
份周四升百分之3後，周五回吐近百分之
4。

澳洲股市結束兩日跌勢，連同台灣股市
都靠穩。全星期計，日本只有兩日市，
累計升百分之2.8，澳洲股市於金融及能
源股帶領下，亦升逾百分之2，南韓和台
灣股市則偏軟。



美股持續造好 道指升至約兩個月高位收報24331點
2020-05-09 06:15

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升至3月10日以來最高

納斯達克指數升至兩個半月最高。

美國勞工市場數據沒有預期般差，加上市場憧憬，美中兩
國緊張關係降溫，美股受支持。

標普500指數11個行業分類全部上升，其中能源股表現比較
好，受惠於油價上升。金融股則跟隨美債孳息率上升。開
市道指升近232點，尾段升幅擴大至474點，升近百分之2，
收市連升第二日，升至3月10日以來最高。標普500指數亦
連續第二日上升，升至上星期三以來最高，反映投資者恐
慌情緒的波動指數連跌第二日跌穿30水平，是2月26日以來
首次。



飛機製造商波音預計，本
月可以恢復生產737 MAX客
機，公司股價升百分之3.7，
升幅是道指成分企業中第
五大。

上海迪士尼樂園下星期一
開始重開，門票銷情理想，
迪士尼股價升百分之3.4。

預約車平台Uber估計，新冠肺炎
疫情只會將公司轉虧為盈目標時
間推遲幾季，Uber股價升百分之6。

蘋果公司下星期開始重開美國部
分銷售店，公司股價升近百分之
2.4。

4月非農數據如此可怕 為何美股漲勢不減 鉅亨網編譯許家華2020/05/09 
14:00

勞工部週五公布，美國 4 月非農就業人數大減 2050 萬人，失業率也
飆至 14.7%，打破二戰後紀錄，顯見新冠肺炎疫情對美國勞動力市場
帶來前所未有巨大衝擊，儘管如此，該數據仍略優於經濟學家預期。



【明報專訊】環球股市因疫情爆發
大幅下跌，惟科技股表現一枝獨秀

美國納斯達克指數在周四抹平今年跌
幅，昨晚開市早段再下一城，升越9000點。

港股方面，科技股亦成疫情大贏家，甚至
出現倍升股，昨日牛皮市下能吸引逾200億
元資金湧入。小米（1810）股價勁升8.11%，
亦已收復今年的跌幅。

分析認為，雲計算等科技股長遠有發展前
景，短線亦憧憬兩會前後有政策支持，建
議疫市下的股票持倉，宜保持一定的科技
股。



全球各國疫情一覽

統計數據顯示，截至香港
時間5月11日晚上11:52:

全球確診個案新增15,574
個，累計增至4,055,863
個。

死亡個案新增327個，累
計增至279,892個。



英揆稍後公布逐步解除防疫限制計劃 2020-05-11 00:24

英國稍後會公布逐步解除新冠肺炎疫情下限制措施詳情，當局將審慎地重啟經濟。
約翰遜將發表電視演說，公布逐步解除防疫限制措施計劃。據報將推出五級制的新冠肺炎
警示系統，並會向海外入境人士，包括英國居民，實施14天隔離檢疫，但何時重啟經濟就
不會提及實際日期。
英國累計逾21萬宗新冠肺炎病例、三萬一千多人死亡。英國將有條件地放寬限制措施，確
保疫情受控。

西班牙和法國今天將放寬防疫限制措施
西班牙民眾除了可繼續外出做運動，周一起除了疫情仍然嚴峻的馬德里和巴塞羅那外，全
國約一半民眾將可在戶外用膳。餐廳和酒吧將可開放一半露天坐位，民眾亦可參與不多於
十人聚會。
法國周一亦將局部解除三月中開始實施的「封城」，但民眾仍須遵守保持社交距離和乘坐
公共交通時戴上口罩等措施。國會亦通過延長公共衞生緊急狀態至七月十日。旅遊勝地香
榭麗舍大道一帶的商店會重開，著名地標艾菲爾鐵塔則繼續關閉。

俄羅斯疫情未見好轉，連續八天錄得過萬宗新冠肺炎病例，並再多88人病死，累計染
病人數突破20萬、逾1900人死亡。



日本
重災區東京都疫情放緩,新增22宗確診病例，是連續第8天少於100宗，亦
創3月30日以來新低。

新加坡
新加坡新增876宗確診 創近10天新高總病例23,336宗。新增患者繼續以
住宿舍外勞為絕大多數，僅3人是本地公民或永久居民。新加坡當局早前
曾指，境內疫情日漸趨緩，為救經濟，計畫逐步恢復經濟活動，並預計
在12日起，重啟部分商業活動，不料今單日確診數字又再度攀升，是近
10天新高，僅次於5月1日的932宗。

台灣
台灣連續3日零確診病例，亦是連續28天沒有本土確診病例。台灣中央流
行疫情指揮中心指，不能掉以輕心，台灣以外的疫情仍然很嚴峻，暫時
不會解除台灣的本土流行警示。



美容院與酒吧等七類被勒令停業場所重開 顧客即時
光顧 2020-05-08 23:34

早前被勒令停業的十一類場所，其中七類包括美容院、院及酒吧都重新營業。

酒吧每枱只限坐四人，不能有現場音樂表演及跳舞，有顧客說問題不大。蘭桂坊集團協
會主席盛智文認為，有信心生意會好轉。盛智文表示：「我們現在需要旅客，真的需要
在某程度上，可控制情況下開關，讓人們過來。」

美容院重開亦有不少客人，急不及待來「扮靚」，但要先穿即棄鞋套、消毒雙手、填寫
健康申報表及量體溫。

戲院重新開業，觀眾入場前都要量體溫，規定每場入座率不可超過一半，每兩個座位亦
要隔開，職員定期消毒座椅。看電影期間，按當局規定場內禁止飲食。

另外，健身中心、麻雀館、按摩院及遊戲機中心亦重開。



海洋公園準備重開將限入場人數 實施多項防疫措施

關閉近三個半月的海洋公園準備兩星期內可以重開，

- 開門時間延遲一小時，至朝十晚六。

- 遊客要預先網上登記購票，每日入場人次上限為容量一半、即18,000人。

- 入場要戴口罩及量體溫，玩機動遊戲要保持社交距離，坐過山車要隔行坐

- 所有與動物有接觸的活動都要暫停。

海洋公園指，停業期間損失近一百萬人次客量，令公司陷入財政困難，現金流支持不
到九月，已申請政府防疫抗疫基金的保就業計劃以及餐飲業的資助，預計重開後短期
內以本地客為主，將推出多項港人優惠吸客。



市傳國泰(00293.HK)放棄「國泰港龍」品牌
公司：不就傳聞作回應

• 市傳國泰(00293.HK)放棄「國泰港龍」品牌 公司：不就傳聞作回應

• 今天(8日)有消息指國泰(00293.HK) 架構重組方案是將旗下國泰航空
(Cathay Pacific)、國泰港龍(Cathay Dragon)及香港快運(Hong 
Kong Express)將會合併，並會放棄「國泰港龍」品牌，轉用
「Cathay Express」。

對於相關消息，公司指不會就傳聞作出回應，並重申COVID-19疫情大
流行為社會和商界帶來史無前例的嚴峻挑戰，航空公司受到的打擊尤
其嚴重。由於世界各地實施的旅行限制，令商務及休閒旅行需求在一
段時間內將繼續嚴重受壓。



周二公布保就業計劃詳情 羅致光：不設審查

政府推出的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中，提出「保就業計劃」向僱主提供半年工資補貼。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接受報章訪問時透露，將於下周二(12日)公布計劃詳情，並
預料第一筆補貼不遲過6月底發放。他亦指申請將不設審查，但會跟進違規投訴，強調
欺詐是刑事罪行。他指，計劃原意是避免員工被裁及需放無薪假，但未知是否行得通，
會在首階段實行後檢討是否需要改善。
對於勞工界要求設立失業援助金，羅表示，若政府設立失業金，要研究修改法例取消
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以及撤回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的做法，認為社會需詳細討論。

恐出現炒高薪員工 改聘低薪者
勞顧會勞方代表鄧家彪表示，部分行業有僱主解僱高薪員工，改為聘用低薪僱員，「如情況
持續，擔心會造成社會動盪」，促請政府除公布申請機構的名稱外，應提供員工名單及放無
薪假情況等資料。



85%大型屋苑估價疫市下調 市區盤跌得最甘

新冠肺炎爆發，經濟活動停頓，並衝擊香港樓市。東網追蹤20個大型二手屋
苑單位，有17個屋苑銀行估價，都較三個多月前低。當中市區盤表現較差。

據滙豐銀行網上資料，跌幅最大的6個屋苑均為市區盤:  維港灣跌4.1%最多
、鰂魚涌康怡花園、南豐新邨、太古城、牛頭角得寶花園及紅磡黃埔花園，
跌約3.1至3.8%。

銀行估價回軟，反映後市仍被看淡。資深投資者伍冠流認為，未來失業率等
數據將趨升，證明經濟環境仍差，現在應該是撤辣的時刻，讓二手盤源增加
，刺激交投，從而帶動經濟活躍起來。



END 


	指數及成份股 - 國際指數
	指數及成份股 - 國際指數
	指數及成份股 - 香港指數
	內地股市造好 上證升至一個半月高位收市　�2020-05-08 18:04
	投影片編號 6
	投影片編號 7
	投影片編號 8
	亞太區股市造好 日本股市升逾2%　2020-05-08 17:13
	美股持續造好 道指升至約兩個月高位收報24331點　2020-05-09 06:15
	4月非農數據如此可怕 為何美股漲勢不減 鉅亨網編譯許家華2020/05/09 14:00
	投影片編號 12
	全球各國疫情一覽
	投影片編號 14
	投影片編號 15
	美容院與酒吧等七類被勒令停業場所重開 顧客即時光顧　2020-05-08 23:34
	海洋公園準備重開將限入場人數 實施多項防疫措施
	市傳國泰(00293.HK)放棄「國泰港龍」品牌 �公司：不就傳聞作回應 
	周二公布保就業計劃詳情　羅致光：不設審查 
	85%大型屋苑估價疫市下調　市區盤跌得最甘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