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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近1萬人接種了阿斯利康和牛津大學聯合研發的候選
新冠疫苗，朝著研制出有效疫苗邁出了關鍵一步

• 強生預計9月開始三期試驗。

強生新冠疫苗臨床前研究顯示可引起強烈免疫反應。根據聲明，強生單劑新冠候選疫苗在臨床前研究中表
現出強大的保護作用。

聲明稱，在《自然》雜誌上發表的研究表明，強生的研究性SARS-CoV-2疫苗引起強烈的免疫反應，可防止
隨後出現感染。目前在美國和比利時進行1/2a期首次人體臨床試驗；預計將於9月開始進行三期臨床試驗

阿斯利康執行長Pascal Soriot周四在接受彭博電視採訪時表示，阿斯利康將在巴西開展的末期試驗中對
5000名志願者進行接種，並可能擴大在當地的研究規模。



裁员： 傳渣打重啟裁員，擬全球炒數百人

渣打集團即將開始新一輪裁員，重啟新
冠肺炎疫情開始時暫停的裁員措施，料
將涉及數百人。

渣打集團現擁有約8.5萬名員工；彭博社
引述知情人士稱，渣打已擬定了數百人
的裁員名單，作為成本削減計劃的一部
分。知情人士說，這次裁員影響的地區
可能包括倫敦、紐約和新加坡。

渣打於新冠疫情爆發初期，曾暫停裁員行動，又稱由於疫情不打算採取任何裁員措施。
報道引述集團的聲明指出，裁減少部分職位符合集團承諾轉型及維持競爭力的方向，並
非受到新冠病毒疫情影響的結果。

滙豐集團行政總裁祈耀年上月發內部電郵表示，有意恢復早前因疫情而擱置的裁員計劃
，預料將全球裁員3.5萬人。

德銀此前亦結束了暫停解僱員工。



零售寒冬

政府統計處公布，6月零售業總銷貨價值的臨時估計為265億元，按年下跌24.8%，略遜
市場預期。扣除其間價格變動後，6月零售業總銷貨數量的臨時估計按年下跌25.4%。

今年上半年零售銷售累計按年跌33.3%，總銷貨數量按年跌34.9%。第二季與第一季比
較，經季節性調整的零售業總銷貨價值的臨時估計上升4.0%，而經季節性調整的零售業
總銷貨數量的臨時估計則上升5.2%。

政府發言人表示，由於本地疫情在當月減退，6月零售銷售跌幅進一步緩和。發言人又
指出，訪港旅遊業維持停頓，加上本地冠狀病毒病個案在7月急升，社交距離措施因而
收緊，打擊本地消費，令零售業的經營環境再度變得較為嚴峻。

• 藥物及化妝品按年跌幅最多，跌57.4%

• 珠寶首飾、鐘錶及名貴禮物跌56.5%

• 書報、文具及禮品跌41.3%

• 服裝跌38.8%

• 鞋類、有關製品及其他衣物配件跌39.7%

• 汽車及汽車零件跌17.9%

• 百貨公司貨品的銷貨價值下跌7.0%



港滙強勢

高盛：美對港徵關稅影響有限 港滙未來一年續貼7.75

• 高盛報告：預計港元未來12個月都會維持強勢、貼近7.75水平

美國繼撤銷香港特殊待遇後，財長努欽上周再警告考慮限制資金流經香港。高
盛指，即使美國對香港貨品加徵關稅，對香港經濟影響有限，反而任何影響投
資層面的政策變化影響更大，但就目前情況預計港元未來12個月都會維持強勢
、貼近7.75水平。

高盛指，回看過往幾次市場動盪期間，發現其實真正影響資金流向及港滙的因
素，反而是外圍、全球性的重大事件，例如08年全球金融危機，而非03年沙士
、去年下半年社會運動等本地事件主導。

• 全球性事件才真正主導資金流向

在美上市的中概股接連回流，同樣意味會為香港帶來更多集資活動及資金流入
，並因而維持港滙強勢。高盛續指，資金流入及港息較美息溢價，港滙未來3個
月、半年以至一年都會貼近7.75強方兌換保證水平。

美國取消香港特殊待遇，可能會對香港施加關稅。高盛預測，即使屬實對香港
本地生產總值（GDP）只有少於1%影響。

港滙今日續在7.75至7.7509區間波動，持續偏強。



預計港元未來12個月都會維持強勢、貼近7.75水平



【港滙強方兌換保證】金管局7月30日注資15.5億港元

港元滙價近期已再轉強，而且儲局維持寬鬆，美
元下跌，周四（30日）清晨港元兌美元再觸及
7.75強方兌換保證，為逾半個月以來首次。金管
局在港股收市後入市承接美元沽盤，向銀行體系
注資15.5億港元，銀行體系結餘將增至1849億元
。

2020年

接錢次數

日期

（日/月）
時間

注資

（億港元）

接美元

（億美元）

31 30/7 晚5點 15.5 2

30 30/7 朝5點 31 4

29 10/7 朝5點 19.91 2.569

28 9/7 晚5點 134.08 17.3

27 9/7 朝5點 42.94 5.54

26 8/7 晚5點 114.7 14.8

25 8/7 朝5點 21.93 2.83

24 7/7 晚5點 81.38 10.5

23 7/7 朝5點 17.44 2.25

22 6/7 晚5點 54.25 7

21 24/6 晚5點 39.53 5.1

20 24/6 朝6點 11.39 1.47

19 17/6 晚5點 7.75 1

18 17/6 朝5點 22.32 2.88

17 13/6 朝5點 14.34 1.85

16 11/6 朝5點 15.11 1.95

15 10/6 晚5點 22.09 2.85

14 10/6 朝5點 26.58 3.43

13 9/6 晚5點 19.38 2.5

12 9/6 朝5點 36.58 4.72

11 8/6 晚11點 14.26 1.84

10 8/6 晚5點 42.63 5.5

9 6/6 朝5點 48.83 6.3

8 5/6 晚5點 38.75 5

7 5/6 朝5點 9.77 1.26

6 27/4 朝5點 106.72 13.77

5 27/4 晚5點 23.25 3

4 23/4 朝5點 18.21 2.35

3 22/4 晚5點 15.5 2

2 22/4 朝5點 27.9 3.6

1 21/4 晚5點 15.5 2



金價急升削飾金需求 印度第二季黃金消費量急挫7成

世界黃金協會（WGC）報告顯示，今年上半年印度黃金消費量較去年同期下降56%。受累新
冠肺炎疫情，第二季黃金需求暴跌70%至63.7噸，創10多年新低，並且預計全年印度黃金需
求將降至26年來最低。

印度是僅次於中國的全球第二大黃金消費國，印度需求下降可能抑制金價的進一步上漲。世
界黃金協會印度執行董事Somasundaram PR表示，黃金價格的快速上漲導致購買量下跌。

今年上半年，印度的黃金消費量較去年同期下降了56%至165.6噸。疫情引發的封鎖，導致
個人所得減少，使得印度第二季度黃金需求暴跌70%，至63.7噸，創10多年新低。

中國黃金協會此前也公布，今年上半年內地黃金消費量323.29噸，較去年同期下降38.25%

，黃金消費整體並不理想。



金價未算新高？
世界黃金協會：通脹調整後較高位低3成、增長周期早段

▲雖然金價近期創出新高，但世界黃金協會指出，上半年黃金需求不升反跌。



黃金價格本月創出歷史新高，一度升至每盎司1980美元水平。世界黃金協會就指出，雖然黃金的
名義價格創下新高，但若果計及通脹因素，金價尚未突破2011年高位，目前仍處於黃金增長周期
的早期階段。

世界黃金協會續指，經通脹調整後，目前的黃金價格較2011年的水平低200美元，更遠低於1980

年1月的最高紀錄水平，當時的金價換算後，相當於現在每盎司約2800美元，即現時金價較經通
脹調整後的高位，低約3成。

世界黃金協會也指出，2020上半年全球黃金需求2076噸，按年下滑6%，主要受累於金飾需求大
跌近半，而黃金ETF需求創紀錄，抵銷大部分跌幅。黃金價格最新報1961美元，微跌約0.4%。

隨各國以大規模放水措施支援受疫情重創的經濟，黃金價格趨升，投資需求成黃金最主要需求來
源。世界黃金協會指，第二季度全球黃金ETF的流入加速，將上半年的全球總流入量提升至創紀
錄的734噸， 2020上半年的總流入量，已超過2009年創下的年度流入紀錄646噸。至6月底，全
球黃金ETF總持倉升至3621噸。

另一方面，金飾、金條等需求就受疫情影響，世界黃金協會指，全球金條與金幣投資需求在上半
年按年跌17%，創近11年來的最低水平396.7噸。另外，由於疫情影響，上半年全球金飾需求按
年幾近減半，降至572噸。

金價未算新高？
世界黃金協會：通脹調整後較高位低3成、增長周期早段



美國第2季GDP大幅收縮32.9%

美國第2季國內生產總值按季年率初值大幅收縮32.9%，是1940年代以
來最差，但略好過市場預期收縮34.1%；首季收縮5%。

第2季消費者支出初值減少34.6%，是歷來最大跌幅；個人消費支出
(PCE)物價指數初值下跌1.9%，核心PCE物價指數初值出乎意料下跌
1.1%，市場估計上升1%。



美國上周初領失業金人數增至143.4萬人 低於預期

美國勞工部公布，上周新申領失業救濟人數增加1.2萬人，至143.4萬人，低於市場預期
的145萬人。

至於4星期平均新申領失業救濟人數增至136.9萬人；持續申領人數增加至1701.8萬人，
多過市場預期。



股市

• 高通與華為和解並續供貨華為、高通季績超預期

高通收市後宣布與華為達成長期的專利協議，以解決主要的法律問題，以及截至6月的第三
季度業績超出預，刺激股價收市後急升。高通第三季non-GAAP每股盈利0.86美元，高於預
期的0.71美元。收入48.9億美元，超預期的48億美元。

5G開始商用下，高通預期來季將可繼續受惠，繼續出售晶片予5G手機開發商，以及賺取
5G關鍵專利費。高通指出，已與華為簽署了一項長期專利協議，將成為華為5G手機和網絡
設備的主要供應商。預計截至本季，將從華為獲得18億美元的和解金。高通去年與主要手
機客戶蘋果公司，亦達成了類似的專利訴訟。

不過，高通預期，本季5G手機出貨量將按年下跌15%，因部份客戶推遲5G手機發布，預計
non-GAAP每股盈利將下降0.25美元。高通料2020年將有1.75億至2.25億部5G手機出貨。



• 波音上季營收按年跌25% 遜預期

波音（美：BA）第二季核心每股虧損4.79美元，較市場預期每股虧損2.54美元差，去年同期核心
每股虧損5.82美元；營收為118億美元，按年下跌25%，同樣遜市場預期。

• 通用電氣收入跌24%

通用電氣（美︰GE）第二季收入177.5億美元，按年跌24%；經調整每股虧損0.15美元，差過市
場預期0.1美元。

• Spotify第2季收入升13% 遜市場預期

Spotify（美：SPOT）第2季度收入按年升13%至18.9億歐元，市場預期19.28億歐元，去年同期
16.67億歐元。音樂串流需求回升，付費用戶達1.38億，超市場預期，Premium用戶按年增長27%

• 星巴克經調整每股虧損46美仙勝預期的虧損59美仙

星巴克經調整每股虧損46美仙，收入42.2億美元，均勝預期。星巴克受累新冠肺炎疫情，季度由
盈轉虧，虧損6.78億美元或每股58美仙，加上員工有薪假期及安全措施，加重企業成本。收入下
跌38%，至42.2億美元，輕微高出市場預期的40.7億美元。公司預期疫情大流行導至31億美元的
損失。

至於星巴克第二大市場中國，上季同店銷售僅跌19%。星巴克預期本季只跌5%。

星巴克向下修訂本季預測，預期每股盈利6美仙至21美仙，較6月的11美仙至36美仙進一步下調。
至於經調整每股盈利則為18美仙至33美仙，早前預測為15美仙至40美仙。



蜆殼上季純利急挫8成賺逾6億美元
負油價下業績仍勝預期

國際油價急挫，第二季更驚現「負油價」，惟荷蘭蜆殼公司（Royal Dutch Shell）第二純
利急挫82%至6.38億美元，但仍勝市場預期。分析原估計蜆殼錄6.74億元虧損。

業績未見紅，主要受惠強勁的原油和石油產品交易以及較低的運營費用使公司免受油價格
暴跌的衝擊。季內蜆殼錄稅後減值168億元，主要考慮到原油前景、疫情對其財務影響，
以及原油產品的需求。

蜆殼預測今年布蘭特期油的平均價將為每桶35元，並將2021年及2020年布油預測降至每
桶40元及50元。此前的預測是各為60美元。



藍籌業績：九龍倉置業中期息大減三成
為租戶提供超過10億元現金紓緩

擁有海港城及時代廣場的九龍倉置業（01997）上半年基礎淨盈利減少26%至
38.44億元，中期息減29%至0.78元。若計入投資物業重估虧損淨額73.5億元，應佔
淨虧損44.54億元。期內海港城整體收入（包括酒店）跌28%，營業盈利跌 30%。
海港城商場收入跌30%，營業盈利亦跌33%。由於疫情拖慢商戶的新投資，海港城
6月底錄得的出租率90%。

https://invest.hket.com/data/HKG01997/?mtc=20048


• 海港城商場收入跌30% 時代廣場跌23%

時代廣場方面，整體收入下降19%及營業盈利減少21%，反映租戶在前景不明下對承租顯得猶豫
。時代廣場商場的業務因疫情和社交距離措施而大受影響，國際品牌普遍暫停或押後拓展計劃，
部分商舖更開始整合在本港的業務，導致時代廣場商場收入減少23%及營業盈利下跌25%。時代
廣場商場6月底的出租率降至92%。

• 酒店入住率20% 太子酒店2月起暫時停業作翻新

由於疫情嚴重打擊各業務層面，九置收入下降20%，營業盈利及基礎淨盈利皆下降26%。九置指
，香港陷入前所未見的危機已超過一年，面對前所未見的疫情爆發，集團亦不能倖免於難，在嚴
峻的市場實況下，租賃續約面對沉重壓力，上半年為租戶提供超過10億元現金紓緩。內地情況較
世界其他地區為佳，經濟活動明顯重啟，但疫情何時完結無法可靠預測，只能先待疫苗早日面世
。

由於全球實施旅遊限制，導致客房和宴會出現取消預訂的情況，馬哥孛羅香港酒店、港威酒店及
太子酒店皆深受影響，平均入住率於期內暴跌至20%。太子酒店自2月起暫時停業作徹底翻新，並
計劃於明年第一季重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