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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通每日报告（零售） 

■市场策略 

周四（3 月 12 日），恒生指数开盘跌 2.27%，早盘一度急跌超 1100 点。截至

收盘，恒生指数跌 922.54 点或 3.66%，报 24309.07 点，全日成交额达 1522.62

亿。国企指数跌 3.42%，报 9725.72 点，红筹指数跌 3.63%，报 3708.89 点。蓝

筹股方面，创科实业(00669)跌 9.55%，报 55.4 港元，拖累恒指 26 点；万洲国

际(00288)跌 7.53%，报 7.25 港元，拖累恒指 16 点；舜宇光学(02382)跌 7.53%，

报 7.25 港元，拖累恒指 20 点；长和(00001)跌 5.18%，报 58.55 港元，拖累恒指

26 点。热门板块方面，中国民用航空局举行新闻发布会称，疫情对行业运输

生产造成巨大冲击。2 月份完成旅客运输量 834.0 万人次，同比下降 84.5%；

完成货邮运输量 29.7 万吨，同比下降 21.0%。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

鉴于疫情扩散，周五午夜开始禁止欧洲旅客入境美国，但不包括英国，有关

措施为期 30 天。航空股全线下挫。截至收盘，南方航空(01055)跌 4.86%，报

4.11 港元；国泰航空(00293)跌 4.03%，报 7.25 港元；东方航空(00670)跌 3.2%，

报 3.33 港元；中国国航(00753)跌 2.75%，报 6.37 港元。热门股方面，大 SOHO

中国(00410)发布公告，公司注意到某些涉及与公司有关的潜在交易的媒体报

导。公司董事会谨此就此等媒体报导作出澄清及确认，公司在与海外金融投

资者洽谈，以探讨进行战略合作的可能性，其可能导致也可能不会导致就公

司的全部已发行股份作出全面要约。该股今日复牌，盘初一度涨超 13%，全

天涨幅逐渐收窄，截至收盘，涨 1.46%，报 4.16 港元，成交额 5.85 亿港元。

综合来看，恒指继续下挫，早盘低开低走，之后低位整理。外围市场方面，

欧美疫情继续恶化，纽约市进入紧急状态，法国将关闭所有学校，英国官员

称或有 1 万人感染；欧洲央行仍未降息，欧股创历史最大跌幅；美联储激进

宽松措施也难阻美股经历 1987 年以来最糟一天。我们认为，由于特朗普并

未出台能提振美国经济的强有力的刺激方案，而暂停从欧洲出发的旅行禁令

会对双方造成经济影响，市场期望落空，美股大跌。受疫情、油价等因素影

响，包括 A 股在内的全球主要市场也全线下跌。目前意大利较为严重的疫情

扩散，导致欧洲的疫情形势变得十分严峻，欧盟面临着公共卫生和经济衰退

双重考验，外围颓势令港股倍感压力，建议投资者谨慎持仓。 

周四（3 月 12 日），美国三大股指收盘跌幅均超 9.4%，跌入技术性熊市，并

创 1987 年 10 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道指跌 9.99%报 21200.62 点，标普 500 指

数跌 9.51%报 2480.64 点，纳指跌 9.43%报 7201.8 点。 

 

■财经日志 

 
资料来源：汇港资讯、中银国际证券 

指标名称 收盘价 涨跌 涨跌幅(%)

道琼斯工业指数 21200.62 (2352.60) (9.99)

标准普尔500指数 2480.64 (260.74) (9.51)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7201.80 (750.25) (9.43)

伦敦富时100指数 5237.48 (639.04) (10.87)

沪深300指数 3950.91 (77.52) (1.92)

恒生指数 24309.07 (922.54) (3.66)

恒生国企指数 9725.72 (344.75) (3.42)

恒生指数期货 24075.00 (1054.00) (4.19)

恒指指数期货持仓量 121433.00 5900.00 -

纽约黄金（美元/盎司） 1,575.90 (66.40) (4.04)

纽约白银（美元/盎司） 15.80 (0.94) (5.63)

纽约期铜（美元/磅） 2.44 (0.06) (2.40)

纽约原油期货（美元/桶） 31.42 (1.97) (5.90)

上海期铜（人民币元/吨) 43130.00 (1090.00) (2.46)

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 633.00 (53.00) (7.28)

美国公布截至3月7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万）

美国公布2月PPI年率（%）

欧元区公布3月欧洲央行主要再融资利率（%）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在华盛顿时间晚上9点（北京时间上午9点）发表有关应对冠状病毒疫情的全国讲话。

欧洲央行公布利率决议。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召开新闻发布会。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的办公室表示，他将于当地时间周四下午主持“Cobra”应急委员会，并可能宣布对

冠状病毒的应对已进入“延缓”(Delay)阶段。

重要经济数据

海外重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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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概况及策略 

周四（3 月 12 日），恒生指数开盘跌 2.27%，早盘一度急跌超 1100 点。截至收盘，恒生指数跌 922.54 点或 3.66%，报

24309.07 点，全日成交额达 1522.62 亿。国企指数跌 3.42%，报 9725.72 点，红筹指数跌 3.63%，报 3708.89 点。蓝筹股方

面，创科实业(00669)跌 9.55%，报 55.4 港元，拖累恒指 26 点；万洲国际(00288)跌 7.53%，报 7.25 港元，拖累恒指 16 点；

舜宇光学(02382)跌 7.53%，报 7.25 港元，拖累恒指 20 点；长和(00001)跌 5.18%，报 58.55 港元，拖累恒指 26 点。热门板

块方面，中国民用航空局举行新闻发布会称，疫情对行业运输生产造成巨大冲击。2 月份完成旅客运输量 834.0 万人次，

同比下降 84.5%；完成货邮运输量 29.7 万吨，同比下降 21.0%。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鉴于疫情扩散，周五午夜

开始禁止欧洲旅客入境美国，但不包括英国，有关措施为期 30 天。航空股全线下挫。截至收盘，南方航空(01055)跌 4.86%，

报 4.11 港元；国泰航空(00293)跌 4.03%，报 7.25 港元；东方航空(00670)跌 3.2%，报 3.33 港元；中国国航(00753)跌 2.75%，

报 6.37 港元。根据中汽协数据显示，中国 2 月份乘用车销量 22.4 万辆，同比下降 81.7％。2 月份新能源汽车销量同比

下降 75.2％；中国 1-2 月份新能源汽车销量同比下降 59.5％。汽车股集体走弱。华晨中国(01114)跌 4.78%，报 6.37 港元；

长城汽车(02333)跌 3.14%，报 5.24 港元；广汽集团(02238)跌 3%，报 8.41 港元；东风集团股份(00489)跌 2.27%，报 6.02 港

元。野村发表研究报告指，该行所覆盖的寿险公司的内含价值(EV)将下跌 6.8%，其中，中国人寿(02628)会受最大影响，

影响达 8.9%。内险股普跌。截至收盘，中国人寿(02628)跌 4.69%，报 16.24 港元；中国太保(02601)跌 4.15%，报 23.1 港

元；新华保险(01336)跌 3.89%，报 25.95 港元；中国财险(02328)跌 3.49%，报 7.75 港元。当地时间 11 日，英国央行宣布

降息 50 个基点，基础利率由 0.75%降至 0.25%。欧洲央行即将举行货币政策会议，而日本政府宣布将在 4 月份出台紧急

经济政策。此外，星展香港预计，若银行同业拆息大幅下行，本地银行今年净息差将会明显收窄。香港银行股普跌。

截至收盘，东亚银行(00023)跌 5.44%，报 17.74 港元；渣打银行(02888)跌 5.3%，报 46.5 港元；汇丰控股(00005)跌 4.11%，

报 46.65 港元。热门股方面，SOHO 中国(00410)发布公告，公司注意到某些涉及与公司有关的潜在交易的媒体报导。公

司董事会谨此就此等媒体报导作出澄清及确认，公司在与海外金融投资者洽谈，以探讨进行战略合作的可能性，其可

能导致也可能不会导致就公司的全部已发行股份作出全面要约。该股今日复牌，盘初一度涨超 13%，全天涨幅逐渐收

窄，截至收盘，涨 1.46%，报 4.16 港元，成交额 5.85 亿港元。海底捞(06862)11 日晚间发布公告称，根据近期疫情缓解

情况，中国大陆地区(港澳台地区除外)首批部分门店将于 2020 年 3 月 12 日起恢复营业。其余的中国大陆地区门店将根

据门店所在地疫情缓解的进展分批恢复营业。但北上广深不在恢复之列。截至收盘，海底捞跌 5.96%，报 32.35 港元。

据联交所最新资料显示，3 月 5 日，InvescoAdvisorInc 减持信达生物-B(01801)1228.2 万股，每股作价 35.16 港元，总金额约

为 4.32 亿港元，减持后持股数目约为 5721 万股，持股比例为 4.26%。截至收盘，信达生物跌 8.31%，报 29.25 港元。综

合来看，恒指继续下挫，早盘低开低走，之后低位整理。外围市场方面，欧美疫情继续恶化，纽约市进入紧急状态，

法国将关闭所有学校，英国官员称或有 1 万人感染；欧洲央行仍未降息，欧股创历史最大跌幅；美联储激进宽松措施

也难阻美股经历 1987 年以来最糟一天。我们认为，由于特朗普并未出台能提振美国经济的强有力的刺激方案，而暂停

从欧洲出发的旅行禁令会对双方造成经济影响，市场期望落空，美股大跌。受疫情、油价等因素影响，包括 A 股在内

的全球主要市场也全线下跌。目前意大利较为严重的疫情扩散，导致欧洲的疫情形势变得十分严峻，欧盟面临着公共

卫生和经济衰退双重考验，外围颓势令港股倍感压力，建议投资者谨慎持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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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日志 

 
资料来源：汇港资讯、中银国际证券 

 

海外股市回顾 

周四（3 月 12 日），美国三大股指收盘跌幅均超 9.4%，跌入技术性熊市，并创 1987 年 10 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道指

跌 9.99%报 21200.62 点，标普 500 指数跌 9.51%报 2480.64 点，纳指跌 9.43%报 7201.8 点。美股盘中触发本周第二次熔断，

美股暂停交易 15 分钟。这是美股史上第三次熔断。 

周四（3 月 12 日），欧洲斯托克 600 指数收跌 11%，创史上最大跌幅。德国 DAX 指数跌 12.24%报 9161.13 点，创 1989

年 10 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法国 CAC40 指数跌 12.28%报 4044.26 点，英国富时 100 指数跌 9.96%报 5291.48 点。意大利

富时指数收盘大跌近 17%，创纪录最大跌幅；西班牙 IBEX35 指数跌近 15%。 

周四（3 月 12 日），亚太股市收盘全线大跌，韩国综合指数跌 3.87%，报 1834.33 点，创 2015 年 8 月末以来低位；日经

225 指数收盘跌 4.41%，报 18559.63 点，创 2017 年 4 月下旬以来低位；澳大利亚 ASX200 指数涨跌 7.9%，报 5304.6 点；

新西兰 NZX50 指数涨跌 5.33%，报 10333.27 点。 

 

期货市场回顾 

周四（3 月 12 日），COMEX 黄金期货收跌 4.04%报 1575.9 美元/盎司，创一个月以来新低；COMEX 白银期货收跌 5.73%

报 15.815 美元/盎司。美国暴跌导致交易商争相出售贵金属头寸以换取现金。 

周四（3 月 12 日），国际油价全线下跌，NYMEX 原油期货收跌 6.03%报 30.99 美元/桶，布油跌 8.24%报 32.84 美元/桶。 

周四（3 月 12 日），伦敦基本金属普遍下跌，LME 期铜跌 1.48%报 5447 美元/吨，LME 期锌跌 2.06%报 1946 美元/吨，LME

期镍跌 4.31%报 11885 美元/吨，LME 期铝跌 0.9%报 1660 美元/吨，LME 期锡跌 3.8%报 16065 美元/吨，LME 期铅收平报 1765

美元/吨。 

 

沪港通成交回顾 

图表 1.沪港通当日成交一览 

指标名称 沪股通 港股通 

当日投资额度余额 575.33  亿元（人民币） 710.15  亿元（人民币） 

当日使用额度占比%  (10.64)  15.46  

卖出成交额 218.47  亿元（人民币） 78.82  亿元（港币） 

买入成交额 152.07  亿元（人民币） 205.80  亿元（港币） 

成交金额 370.54  亿元（人民币） 284.62  亿元（港币）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国际证券  

今日聚焦

业绩公布 
（00019）太古公司A、（00046）科联系统、（00087）太古公司B、（00486）俄铝、（00806）惠理集团、（01286）鹰普精密、（01299）友邦保险、

（01972）太古地产、（02383）ＴＯＭ集团、（08075）寰亚传媒、（08169）环康集团、（08462）桥英控股

派息备忘 （00722）联合医务

明日前瞻

业绩公布 

（00232）中国航空工业国际、（00389）通天酒业、（01036）万科海外、（01127）狮子山集团、（01308）海丰国际、（01448）福寿园、（01540）澳狮

环球、（01725）恒达科技控股、（01755）新城悦服务、（02698）魏桥纺织、（08021）汇隆控股、（08170）全民国际、（08293）星亚控股、（08321）

泰锦控股、（08368）中国创意控股、（08416）HM INTL HLDGS、（08479）金泰丰国际控股、（08547）PACIFIC LEGEND

派息备忘 （03668）兖煤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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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沪股通当日投资成交额占投资额度比重（%）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国际证券  

 

 

图表 3.沪市港股通当日投资成交额占投资额度比重（%）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国际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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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港通&深港通前十大活跃个股 

图表 4.沪市&深市港股通当日投资成交额占公司总成交额比重排名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国际证券 

 
 
 

图表 5.沪股通&深股通当日投资成交额占公司总成交额比重排名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国际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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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个股公告 

1、利骏集团香港(08360.HK)公布，惟与 2018 年度的综合亏损 3520 万港元相比，集团预期于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年

度将录得较去年公司拥有人应占综合亏损增加约 60%。预期年度亏损主要由于联营公司的权益计的减值亏损增加；商

誉减值亏损增加；及集团于 2018 年六月发行承兑票据及 2019 年度借款增加而引致财务成本增加。 

2、寰亚传媒(08075.HK)公布，截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止 6 个月，公司营业额 1.56 亿港元，同比减少 47%；公司拥有人应

占亏损 4185 万港元，亏损同比减少 35.5%；每股亏损 1.96 港仙。 

3、国开国际投资(01062.HK)发布公告，公司预期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 12 个月公司拥有人应占溢利将录得不少于约

1.7 亿港元，而 2018 年同期则约为 1.3958 亿港元，主要由于按公平值计入损益的金融资产公平值估值收益净额增加所

致。 

4、瑞慈医疗(01526.HK)发布公告，预期公司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财政年度将录得公司拥有人应占净亏损不超过人

民币 8000 万元，而 2018 财政年度的公司拥有人应占净亏损约为人民币 5380 万元。 

5、酷派集团(02369.HK)发布正面盈利预告，集团预期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录得的纯利将达到 1 亿港元至 1.2 亿

港元，较 2018 财政年度同期录得 4.11 亿港元亏损录得溢利增长。 

6、华润置地(01109.HK)公布，截至 2020年 2 月 29 日止一个月，该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实现总合同销售金额约人民币 54.7

亿元，总合同销售建筑面积约 34.28 万平方米，分别按年减少 39.3%及 31.5%。 

7、NATIONAL ELEC H(00213.HK)公布，2020 年 3 月 12 日，公司按每股 1.09 港元，耗资 252.2 万港元回购 231.4 万股。 

8、科联系统(00046.HK)公布，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公司实现收入 2.76 亿港元，同比减少 1.97%；毛利 1.55

亿港元，同比减少 2.93%；母公司拥有人应占盈利 5589.3 万港元，同比减少 17.84%；基本每股收益 22.63 港仙；拟派末

期股息每股 8 港仙。 

9、中国人寿(02628.HK)公布，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2 月 29 日期间，累计原保险保费收入约为人民币 2,280

亿元（未经审计），同比增长 20.5%。 

10、鹰普精密(01286.HK)发布 2019 年业绩，公司实现收入 36.4 亿港元(单位下同)，同比下滑 2.9%；股东应占利润 5.38 亿

元，同比增长 31.5%；基本每股收益 31.8 港仙；拟每股派 3.2 港仙。 

11、华兴资本控股(01911.HK)发布公告，集团预期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录得公司拥有人应占利润约 3580 万美元

(约 2.468 亿人民币)，而 2018 年同期录得亏损为约 2.441 亿美元(约 16.194 亿人民币)。 

12、TOM 集团(02383.HK)发布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业绩，收入为 9.16 亿港元，同比下降 3.0%；股东应占亏损为

1.97 亿港元，同比扩大 24.4%。每股基本亏损为 4.98 港仙，不派息。 

13、远东发展(00035.HK)发布公告，该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2 日斥资 240.12 万港元回购 79 万股，回购价格每股为 3.01-3.09

港元。 

14、PALADIN(00495.HK)发布公告，2020 年 3 月 12 日，公司按每股 0.14 港元，耗资 126 万港元回购 900 万股。 

15、德祥地产(00199.HK)公布，2020 年 3 月 12 日，公司按每股 0.99-1.00 港元，耗资 159.1 万港元回购 159.8 万股。 

（万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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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股市信息 

随着疫情在欧美的进一步扩散，恐慌引发的金融市场波动愈发激烈。就连“股神”巴菲特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活

了 89 岁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市场”。截至 3 月 12 日收盘，美股及亚太股市均遭遇交易者的大笔抛售，道指暴跌近

1500 点，韩国综合指数和日经 225 指数分别创下 2015 年 8 月末和 2017 年 4 月下旬以来的低位，恒指收跌 3.66%，刷新

2017 年 4 月以来的新低……同时，美国、加拿大、巴西、菲律宾、印尼等多国股市纷纷上演“熔断”戏码。随着全球

股市的大跌，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等出海资金的投资也蒙上阴影。Wind 统计显示，2019 年的 QDII 基金在海外

市场中取得了不错的收益，可统计的 233 只 QDII 基金平均收益率达到 20.54%，超过 40%的有 10 只。2020 年，如何在疫

情“黑天鹅”中全身而退乃至进一步取得绝对收益，难度比 2019 年大了不止一倍。美股十年牛市面临考验。对 QDII

基金而言，2019 年绝对是一个投资的好年份。回首不难发现，美股在 2019 年延续了过去近 10 年的大牛市，纳斯达克

指数、道琼斯工业指数分别在当年上涨 35.23%和 22.34%；债券方面，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从 2.686%下跌至 1.919%，利率

下行空间确定，利率债同样走牛。“全球经济处于疲软状态，于是我们也看到美联储去年进行了 3 次降息，在不断的

降息放水下，欧美国家债券收益率不断降低，所以很多资金会买一些新兴市场的债券，比如印度、巴西等。”深圳一

位 QDII 基金经理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也出现 QDII 基金规模的大发展。统计显示，随着以美国为主的海外市场 2019

年的涨势，QDII 对投资者的吸引力有较明显提升，行业规模迅速攀升并创造历史新高：截至 2020 年 2 月末，QDII 基金

的总规模为 953.84 亿元，较 2019 年度的 881.68 亿元增长 8.18%，创下历史最高规模。但疫情“黑天鹅”的出现，打乱

了一些 QDII 基金投资经理之前的策略，全球金融市场开启恐慌暴跌模式。3 月 12 日，亚太股市收盘全线大跌，韩国综

合指数跌 3.87%，报 1834.33 点，创 2015 年 8 月末以来低位；日经 225 指数收盘跌 4.41%，报 18559.63 点，创 2017 年 4

月下旬以来低位；澳大利亚 ASX200 指数涨跌 7.9%，报 5304.6 点；新西兰 NZX50 指数涨跌 5.33%，报 10333.27 点。其中，

韩国 KOSPI200 指数期货跌逾 5%，时间长达 1 分多钟，并最终触发“临时停牌”，导致程序交易的有效卖出交易暂停 5

分钟，为 2011 年以来首次。在融通基金国际业务部投资总监刘富荣看来，本周一的极端跌幅后，市场大概率出现了超

卖的情况，估计市场短期的焦点将会转向各国政府和央行推出的刺激措施。“叠加市场大部分短期做空波动率的仓位

已经到期或被平仓，股指价格波动将逐渐改善，在其他利好消息包括疫情好转、成功研发新药、天气转暖等出现前，

维持谨慎加仓的原则，看好有持续利润增长的龙头企业，规避对宏观经济敏感的价值型股票。”刘富荣告诉第一财经，

从中期来看，需要关注美国政治不稳定的局面将会带来不同的市场风险。“此前美股是十年牛市，积累较大的涨幅。

随着检测率的上升，确诊人数将逐渐增多，势必引来恐慌加剧，进而经济活跃度下降，对股市产生较大影响，我们对

美股看法会悲观一点。”上述深圳 QDII 基金经理也认为。“此前，市场对于特朗普连任过度乐观，但从民调数据的趋

势可以观察到，特朗普的连任概率低于市场预期。随着美国民主党代表人的选举走势明朗化，我们预计风险资产价格

将可能会逐步调整，尤其是首当其冲的美国科技股。反垄断议题将会成为共和党和民主党争取选民支持的必争之地，

对美国科技公司的中长线发展有深度的负面影响。”刘富荣表示。重点关注美元债投资机会。相比对于美股的谨慎，

多位受访基金经理认为，可以重点关注美元债的投资机会。“行业数据来看，我们发现投向境外的 QDII 债券基金普遍

受到机构和零售投资者的欢迎，原因有两点，一是境外债券收益率较高，二是提供了一类美元持有者进行美元理财的

机会。”前述深圳 QDII 基金经理便认为。业内人士称，我国目前在疫情控制上做得比较到位，中国企业在海外发行的

股债明显跑赢美、欧股债，因此继续看好短期的中资美元债，也开始关注美国高收益债券和欧洲银行一级资本债，尤

其是基本面良好、现金流持续的企业债及资本金充裕的银行。“我们认为美国转债的风险收益比相对美股更高，过去

几周，信用利差走宽和股价暴跌导致转债的价格大幅下行， 转债开始体现不对称的收益与风险，在极端波动的市场环

境中，转债的下行风险比股市低，但能获取股市上行时的收益。”刘富荣说。同时，他也建议，可以重点关注港股市

场的动态：目前港股估值并不高，为长线资金入市提供了机会。数据显示，尽管在疫情下海外市场接连大跌，但投向

海外股市的跨境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受到抄底资金的青睐。第一财经统计 13 只场内跨境 ETF 后发现，截至

3 月 12 日，3 月份以来合计流入份额达到 17.9 亿，其中 H 股 ETF 净流入 8.52 亿，同期日经 ETF 总份额暴增超过 2 倍，

显示资金抄底意愿强烈。伴随着市场的剧烈变动，场内基金的成交量也快速放大。数据显示，截至 3 月 12 日，3 月以

来可统计的跨境 ETF 日均成交额为 2.49 亿元，相比前两月的日均成交额 1.8 亿元增长近 7000 万，增幅达到了 38.3%；

同期的日均换手率也从 6.69%增至 11.08%，增加了 4.39 个百分点，增幅更是高达 65.6%。业内人士认为，抄底资金现在

买入港股，主要是认为港股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相比，其估值均具备较明显的安全边际。统计显示，恒生指数、恒生

国企指数 PE 截至 3 月 12 日分别为 9.48 倍和 8.09 倍，同期上证指数则为 12.84 倍，创业板指为 57.46 倍，港股相对 A 股

依然有相当的折价空间；与其他主要指数横向比对，港股始终处于全球市场估值洼地。“港股跟随全球股市大幅调整，

中国政策空间相比海外要充足，且中长线消费升级及产业升级趋势明显，这些有利因素都对港股形成支持。”刘富荣

说。原油的疯狂“抄底者”。与此同时，资金更是疯狂涌入一些原油类的 QDII 基金，抄底资金将它们中一些基金的溢

价推至 15%以上。最新数据显示，华宝油气溢价率高达 28.96%，广发油气溢价率 13.66%，石油基金溢价率 10.6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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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1 日，南方基金公告，南方原油的大额申购和定投限制由 2 万元调整为 2000 元；易方达则直接暂停了申购，原因

是易方达原油（QDII-LOF-FOF）基金因外汇额度限制，将自 3 月 11 日起暂停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就连易方达

这样的公司都没有额度，可见抄底投资者有多么疯狂。南方也将额度降到了 2000 元，虽然说有一定的套利空间，但已

经是‘蚊子肉’了。”对此，北京一位券商资管人士称。公开资料显示，QDII 获批额度在去年 4 月达到 1039.83 亿美元，

较此前停留 8 个月的 1032.33 亿美元小幅增加 7.5 亿美元，增加额度全部来自公募基金。不过截至 2020 年 2 月 28 日，外

汇局公布的 QDII 投资额度审批情况表显示，QDII 获批额度依然停留在 1039.83 亿美元。同时，投资者疯狂抄底引发华宝

油气等 QDII 基金的净值及其二级市场价格大幅波动，并持续出现场内高溢价。3 月 9 日晚公布的华宝油气 3 月 6 日基

金净值为 0.2455 元，但标的指数于 3 月 9 日美国交易时间的表现（单日下跌 27.88%）未计入 3 月 6 日基金净值，而将

影响 3 月 10 日晚公布的 3 月 9 日基金净值。但一些“不明真相的投资者”在 3 月 10 日疯狂涌入华宝油气，使得该基金

在 3 月 10 日场内收盘价格为 0.275 元，相对于 3 月 9 日基金净值，场内溢价约超过 40%。而到了 3 月 11 日交易华宝油

气时，还需要考虑 3 月 10 日美国交易时间标的指数的表现估算溢价。3 月 11 日，华宝油气场内下跌 4.73%，到了 3 月

12 日开盘后不久便跌停。“抄底的很容易面临亏损，因为溢价仍然非常高。但如果依旧有这么高溢价，一旦打开申购，

那么套利资金肯定疯狂涌入。”上述券商资管人士分析。（第一财经）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3 月 13 日起将暂停除英国以外所有的欧洲国家前往美国的旅行，为期 30 天。同一天，世界卫生

组织宣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已构成全球流行病。这意味着疫情已经在全球广泛地传播。美国至多 1.5 亿人有感染

风险。美国国会和美国最高法院的主治医师布赖恩·莫纳汉（Brian Monahan）在周二的一场闭门会议上向参议院工作

人员表示，预计有 7000 万至 1.5 亿的美国人可能会感染新冠病毒。这一数字远高于目前美国已经确诊的超过 1000 例的

感染人数。美国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周三在一场听证会上向众议院监督和改革委

员会表示：“我可以说我们现在会看到更多的感染病例，事情将会变得比现在更糟糕。”“和中国不同，美国有几个

月时间去准备应对措施，但是现在的策略效果有限。”美国瓦克斯曼微生物研究所所长理查德·埃布莱特（Richard Ebright）

教授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埃布莱特教授也是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主席，该机构在此次疫情中资助了多项疫

苗研发项目。埃布莱特教授表示，美国没有能够及时遏制病毒的扩散，现在可以算是病毒的输出国，在这个时候实施

更多的旅行限制，对防止本国的病毒扩散效果一般，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旅行限制对于中国现在反而是更具意义的，

也是非常关键的。“中国已经成功地控制住了病毒的扩散，他们在这场战役中赢得很艰难，如果他们不及时对控制疫

情不严密的国家做出旅行限制，那么很有可能会功亏一篑。”埃布莱特教授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在美国疫情最为严

重的西雅图地区，新型冠状病毒早在 1 月下旬就有蔓延之势，但地方官员多次拒绝当地相关机构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检

测要求，这引发了美国科学界的不满。2 月下旬，一些机构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开始自行对病毒进行检测，并且发

现病毒早已开始在当地“人传人”。此后，西雅图又发现了多起包括养老院在内的聚集性病例，在一所养老院中出现

了 13 例死亡。直到目前，美国仍有多个州没有足够的核酸检测试剂，并执行严苛的核酸检测标准，导致病人无法及时

得到确诊。3 月 11 日，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听证会上，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

承认，由于没有足够的检测试剂盒，一些流感的死亡病例可能并非死于流感，而是新冠肺炎。美国当季流感已经造成

了 3400 万人感染，2 万人死亡。意大利全境封锁 法国自嘲“不受欢迎”。在周三世卫组织的发布会上，首次将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定性为全球流行病。“这一定性需要符合三个标准：人传人；致死率高；全球暴发。”美国加州大学

洛杉矶分校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流行病学专家张作风教授表示。世卫组织突发事件规划执行主任马克·瑞安（Mark 

Ryan）在谈到哪些国家在应对新冠疫情做得还不够时表示：“在一些国家，他们仍执行非常严格的检测标准，比如要

求病人要表现出所有的症状，或者要达到一定的年龄，以及有中国旅行史等，才能接受检测。还有一些国家的卫生系

统没有及时响应来阻止病毒的扩散，或者拒绝接受非本国病人。另有一些国家没有很好地与公众沟通，造成了信息的

困惑。政府和公民之间需要建立起信任。”欧洲目前已经成为疫情的重灾区。截至 3 月 11 日，意大利的确诊病例数已

经达到 12462 例，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多达 2313 例，单日新增死亡病例近 200 例，累计死亡病例已达 827 例，重症病例

超过 1000 例。意大利北部的大部分商家、餐厅都已经暂停营业，全国进入封锁状态。除了意大利之外，法国、德国和

西班牙的确诊人数总和已接近 6000 例。3 月 11 日，德国总理默克尔首次就疫情做出公开表态。默克尔表示，可能会有

60%至 70%的德国人感染新冠病毒，这意味着德国有近 6000 万人有感染风险。法国目前的确诊人数已经接近 1800 人，

死亡 33 人。为了减少老年易感人群的感染风险，法国禁止了养老院的探望。但这一举措引起了法国国内一场大辩论。

一些家属认为，老人可能避免了新冠病毒的感染，但是他们见不到家人，会死于“孤独和悲伤”。此外，法国媒体 3

月 12 日发布了一张“全球对法国进行旅行限制的国家”地图，显示有约 20 个国家对法国做出预防性“隔离限制”的

决定。法国媒体自嘲：“法国人成为了不受欢迎的旅客（persona non grata）。”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于当地时间 3 月 12

日晚 8 点就新冠疫情发表全国电视讲话。为了应对输入性病例的风险，中国各地也正启动扩大重点国家范围的研究。

如北京要求对输入性病例开展倒查、进行轨迹溯源；加强境外疫情动态分析，提前研判预警；严格入境人员防疫措施，

入境进京人员统一执行居家或集中观察 14 天等。在 3 月 12 日广东省政府召开的疫情防控发布会上，钟南山院士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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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性病例时表示：“面对输入性病例，一要加强管控，二要加强和其他国家的交流。中国应该能起更大的作用。”

钟南山院士介绍道，约 50%的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没有发烧症状，像普通感冒，但是到了中国以后进行检测就确诊感染

新冠病毒了。“这说明境外国家对这方面不太重视，我国需要对此进行强化监控。”他说道，“我国应该加强对输入

患者的管控，避免境外输入患者成为新的传染源。”（第一财经） 

为对抗新冠疫情对金融市场的冲击，当地时间 3 月 11 日（周三）下午，特朗普在白宫召集了包括花旗银行、美国银行、

高盛、富国等在内的 12 家美国大型金融机构的负责人，与白宫应对新冠肺炎小组成员一起讨论经济刺激政策。花旗银

行 CEO 科尔百特(Michael Corbat)在当天的会议上表示，目前所看到的新冠疫情引发的金融市场动荡并非同金融系统本身

有关。“现在不是一场金融危机。”科尔百特在当天的会议上表示，“银行和金融系统处于强劲状态，我们在这里提

供帮助。”12 位高管在当天会议开始后的发言中均表示，同 10 多年前的金融危机不同，当前的银行系统资本充足并

且已经连续多年通过了美联储的压力测试。高管们强调，在应对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方面，他们的公司“装备精良”。

他们还在会上建议总统特朗普，在财政刺激计划中加入“能够提振经济，特别是保护小型和中型企业的政策”。“今

天在座的各位，都是非常幸运地能够照顾好自己公司员工的人，我知道美国大公司都会 110%地照顾好自己的员工。”

对冲基金创始人格里芬(Ken Griffin)在会上发言时表示，“薄弱的是那些小型企业，他们没有足够的金融流动性，这些

企业的员工也在受当前经济形势的影响。”让外界颇感吃惊的是，特朗普在当天同金融高管的会议上，似乎有意淡化

了经济刺激计划的必要性。“如果我们快速解决问题，一切问题也就会迎刃而解，我们就不需要刺激（计划)。”特朗

普对高管们表示。特朗普今晚将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另外，据美媒透露，在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新冠肺炎已经

成为“大流行病”之后，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周三晚宣布美国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调动更多额外国内资源对抗新冠疫

情和实施更多的旅行禁令。特朗普在推特中写道，他将于周三当晚 9 点在椭圆形办公室发表全国电视讲话。这也将是

特朗普第三次在椭圆形办公室发表全国讲话。第一次是在他宣布准备修建边境墙解决美国非法移民涌入问题的时候，

第二次是在美国联邦政府预算危机导致政府关门数周的时候。“我已经完全准备好运用联邦政府的一切权力，对抗当

前新冠病毒所带来的一切挑战。”特朗普在推特中表示。（第一财经） 

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继续扩散，美国确诊病例已经超过 1200 例，也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担忧，美元现钞上是否会

有病毒?疫情之下，更加凸显出数字支付的优势。数字支付在中国发展迅速，如今无论是在大型商场还是街边小摊，

无论是大型都市还是乡间小店，几乎都可以使用手机支付，越来越多的人出门几乎都不带现金了。在疫情之下，数字

支付既减少了双方接触，也避免了接触可能会存留于现钞上的病毒。这种支付方式带来的便利是毋庸置疑的，但在美

国的普及率却没有那么高。现金仍然是美国最受欢迎的支付方式之一。虽然近年来信用卡和借记卡也越来越流行，但

根据美联储汇编的数据，去年现金仍占美国消费者所有支付方式的 26%。尤其是针对小额购买，美金零钱仍然占据压

倒性的优势，10 美元以下的交易付款中有 50%通过现金的方式支付。新冠病毒在美国的扩散开始引起人们担忧，病毒

会存活于现钞上。也确实有研究表明，冠状病毒至少在理论上有可能在美元上存活，不过在传染的实际风险上并没有

达成一致。这是因为，美元纸币的成分中为棉花、亚麻，我们知道，病毒是有存活于其上的可能。其实，不管有没有

这次疫情，数字支付都更加轻松便利而卫生。独立研究机构 MoffettNathanson 的分析师埃利斯说，从长远来看，这种病

毒可能会成为更广泛接受信用卡的“触发事件”，要么说服零售商开始接受信用卡，要么促使政府强制接受。她指出，

原因之一就是“卫生”。不过，推动数字支付的普及可能并不是那么容易。使用银行卡或信用卡推行无现金化实施起

来有不少困难。因为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目前仍无法使用银行帐户，尤其是那些贫穷地区和农村社区，几乎没有分支

机构为居民和当地企业提供服务。如果数字支付能够因疫情而得到推动，不少发卡银行将获益。（第一黄金网） 

英国“脱欧”后首份预算案 11 日正式公布。英国财政大臣里希·苏纳克当天在议会表示，这份预算案是一项面向未来

繁荣的计划，将履行政府对人民的承诺。执政党保守党在去年 12 月的英国大选中曾就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公共卫

生系统支出等作出多项承诺。此次公布的预算案聚焦承诺兑现，包括未来 5 年在公路、铁路、宽带、住房等方面投入

逾 6000 亿英镑，净公共支出为 1955 年以来最高水平。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欧洲地区蔓延，控制疫情对经济的潜在影

响也成为英国财政政策的焦点。为缓解疫情对英国经济的短期冲击，预算案提出 300 亿英镑的政策应对方案，其中包

括 50 亿英镑紧急响应基金，用于支持国民保健制度和其他公共服务。除基建投资、疫情应对外，这份预算案还包括设

立“自然气候基金”等应对气候变化措施，增加研发投入，提高国民保险缴纳起征点等多项内容。英国最大反对党工

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对预算案关于控制疫情影响的措施表示欢迎。但他同时认为，英国政府对国民保健制度的投入

“太少且太迟”，经历多年支出削减后，英国公共服务正陷入危机。伦敦金融城政策与资源委员会主席凯瑟琳·麦吉

尼斯表示，预算案承诺扩大基础设施投入是积极的一步，尤其在绿色交通和千兆宽带方面。英国因“脱欧”未能在 2019

年公布新的预算案。此间分析人士认为，这份预算案在兑现大选承诺的基础上，基本阐明了英国“脱欧”后的财政政

策方向。（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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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四(3 月 12 日)欧洲时段盘中，现货金价自日低有所回升，不过金价本周整体仍然维持在下行通道中运行。国际公共

卫生安全问题引发的担忧情绪继续打压全球股市下挫，而在股市暴跌的背景下，投资者不得不抛售手中任何可以兑换

现金的资产。虽然全球经济放缓，以及全球央行宽松的预期中长期支撑金价，但短期内，金价则遭到投资者恐慌抛售

的打压。美股大跌导致投资者被迫抛售黄金以获取流动性现金。分析师指出，原本的逻辑是股市下跌将推升避险情绪，

而金价会受到避险需求的支撑。而当前的市场逻辑则有所不同。在当前美股恐慌性下跌的背景下，很多投资者的股市

账户大幅度亏损，为了能够有充足的保证金，这些投资者卖出一切可以获得流动性现金的资产，主要是大宗商品等，

而黄金也包含在其中，因此当前投资者可以看到股市和黄金同涨同跌的情况。美股在周三再度创下新低，道指暴跌 1400

点进入技术性熊市区间。华尔街对疫情的迅速蔓延以及特朗普政府财政刺激计划的不确定性产生疑虑。世卫组织说疫

情已具有大流行特征。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11 日说，当前疫情已具有大流行特征。谭德塞在日内瓦举行的例行记者

会上说，疫情的传播程度和严重性令人深感担忧，“因此我们评估认为疫情已具有大流行特征”。谭德赛强调，将新

冠肺炎疫情描述为“大流行”不会改变世卫组织对其威胁的评估，“它不会改变世卫组织正在做的事情，也不会改变

各国应该做的事情”。这一消息立刻让市场恐慌情绪加剧，美股迅速扩大跌幅。特朗普拟推的财政政策计划也令人失

望。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建议将工资税降至 0%并维持到今年年底。但实施此类政策的时机不确定性导致市场大

失所望。民主党人也计划敦促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不过特朗普则认为目前还有机会“解决问题”，这样也许就不

需要财政刺激了。KBW 分析师 Brian Gardner 认为，“市场对特朗普政府没有公布针对疫情的财政刺激计划细节感到失

望，看起来刺激计划仍处于起步阶段，决策者也在权衡各种选择，并在国会与政府之间进行谈判。”GuideStone 资本

管理公司总裁 David Spika 说道，“我们不知道疫情何时会结束，这种不确定性将继续造成很大的动荡，我们也不知道

如何就此类事件建模，因此也无法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特朗普有关公共卫生安全问题的讲话引发市场忧虑。当

地时间周三晚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有关疫情问题发表了讲话，而特朗普在讲话中强调将会对欧洲实施旅行禁令引发了

市场忧虑，加速了美股盘后下挫。周三，提倡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总统向一场全球大流行病发起正面出击，但特朗普的

言论并未让市场宽心。特朗普宣布将暂停所有从欧洲到美国的旅行，也宣布一些零散的行政措施，来帮助被他口中的

“外来病毒”所影响的工人和企业。特朗普指责盟友没能采取更严格的入境管制措施，而正是这些措施阻止了疫情在

美国广泛传播。特朗普夸大了对欧洲旅行的限制，称要“暂停所有来自欧洲大陆的旅行”，并暗示这些限制还会适用

于贸易。之后他又发推文称，贸易不会受到影响。美国国土安全部也澄清，这一限制一般适用于过去 14 天内到过欧洲

的外国人。特朗普还说，美国的医疗保险公司已同意免除治疗的自付费用。而行业协会美国医疗保险计划的发言人说，

其成员仅同意免除病毒检测时的自付部分。（汇通网） 

周四(3 月 12 日)，国际石油价格连续第二日暴跌。在世界卫生组织(WHO)将 2019 新型冠状病毒定性为全球大流行后，美

国总统特朗普叫停了欧洲赴美旅行。在面临廉价石油供应大量涌现的威胁之下，石油市场更是雪上加霜。沙特与俄罗

斯对峙，誓言将把产量增至纪录高位。两种指标油价均较 1 月所及高点下跌约 50%，本周一(3 月 9 日)的单日跌幅为自

1991 年海湾战争以来最大，因沙特发起了价格战。近期和远期 ICE 布伦特原油价差也走阔至五年最大，促使交易商囤

货以供以后交付，他们预期油价未来将上涨。特朗普总统宣布暂停欧洲赴美旅行之后，全球股市大跌。行业组织称，

欧洲赴美限制，将“重创”美国航空公司。特朗普出乎预料的举动可能意味着，已经饱受打击的石油市场将雪上加霜，

航空燃油和其他相关燃料需求将进一步下降，尽管很难具体量化。澳洲国民银行商品研究主管 Lachlan Shaw 说：“供

需天平进一步失衡，市场再一次受到冲击，很难想象，还能有啥比这更悲观的情况出现。”上周，OPEC 和俄罗斯未

能就加大力度减产达成新的协议，沙特随后发动价格战，阿联酋也紧随沙特步伐，宣布计划提高产量。阿联酋阿布扎

比国家石油公司(ADNOC)在声明中称，将把 4 月原油产量提高至 400 万桶/日以上，并将加快将产能提高至 500 万桶/日

的计划。Rystad Energy 上游研究主管 Espen Erlingsen 表示：“少了 OPEC+，全球油市失去了调控者，目前只有市场机制

可以决定供需间的平衡。”该公司预估，油价要跌到每桶 20 多美元的低点才能达到供需平衡。由于全球公共卫生事件

影响，美国能源资料协会(EIA)与 OPEC 皆已大砍石油需求预估，目前预期本季需求料将萎缩。国际文传电讯社援引哈

萨克斯坦副总理 Alikhan Smailov 的话报导，6 月将要在哈萨克斯坦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WTO)部长级会议也因为疫情的威

胁而取消。尽管如此，美国原油周度库存报道显示，迄今为止，冠状病毒大流行带来的影响很小。美国能源信息署(EIA)

称，截至 3 月 6 日当周，美国原油库存增加了 766.4 万桶，但汽油和馏分油库存则超预期大减。俄罗斯能源部长诺瓦克

(Alexander Novak)周三表示，沙特提高石油产能的计划“可能不是最佳选项”，两大原油供应国在石油生产政策上的分

歧加深。百达财富管理周四称，预计 ICE 布伦特原油价可能反弹至每桶 40-45 美元，如果俄罗斯迅速返回与石油输出国

组织(OPEC)的谈判桌；但这个可能性不大，因莫斯科初步反应不太积极。（汇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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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冠肺炎在全球的持续蔓延，市场的悲观情绪也在累积，为了呼吁各国央行通力合作对抗市场的不稳定性，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IMF）货币和资本市场部主任阿德里安（Tobias Adrian）撰文呼吁新冠肺炎疫情下维护货币和金融稳定。

阿德里安认为，新冠肺炎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对全人类形成了极大的威胁，要想量化衡量这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是十分

复杂的，而且还引发了有关经济前景及下行风险的重大不确定性。不确定性的突然上升可能使经济增长和金融市场的

稳定性遭受挑战，除了有针对性的经济政策和财政措施之外，正确的货币和金融稳定政策对于帮助恢复全球经济也至

关重要。不确定性陡增，金融状况也收紧。阿德里安分析称，随着全球股票市场波动性急剧上升，经济不确定性也在

增加。像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等主要经济体的股市均出现大幅下跌，潜在波动率也在飙升，主要是因为投资者试图将

新冠肺炎带来的最新风险考虑在内。他指出，由于不确定性的急剧增加，投资者更偏向于出售风险相对较高的资产，

并把资金重新分配至更安全的资产，整个金融市场的信贷息差已全面扩大。资金流的重新分配对高收益债券和新兴市

场债券的打击尤为严重，这也导致了以美元计价的新兴市场债券和前沿市场债券的息差急剧扩大。最近几周，企业的

财务状况也出现严重收紧，这意味着企业在利用股票和债券市场融资的成本变得更高。金融状况如此急剧的收紧对经

济造成了拖累，不少企业因此推迟了扩大投资的决策，而个人消费者也因为经济上的不安全感而推迟了消费。货币政

策反应。在阿德里安看来，当金融状况出现急剧收紧以及对低通胀的预期盛行时，货币政策将会发挥作用。全球央行

可以迅速采取行动，通过注入流动性和降低利率来缓解金融状况的紧缩，从而防止信贷紧缩。实际上，市场一直在期

待央行采取更积极的宽松政策，这也体现在许多国家的主权债券收益率出现了急剧下降。如果各国央行同时行动，这

会增强货币政策的力量。因此，全球央行在货币政策上的合作必须放首位。国家内部以及跨境的充足流动性是扭转金

融紧缩状况的首要条件。因在市场出现异常情况下，如果流动性压力威胁到市场运作，央行必须要介入并提供紧急流

动性。阿德里安认为，如果经济和金融状况进一步恶化，央行还可以使用金融危机期间开发的各类工具，例如美联储

于 2009 年启动了定期资产证券化贷款工具，提供了有针对性的资金。英国央行和财政部合力推出了“贷款融资计划”

提供了资金补贴，鼓励银行向消费者、中小型企业和非金融企业提供贷款。其他央行也根据本国的情况部署了此类贷

款计划，旨在降低某些行业的借贷成本。金融稳定政策。利率的急剧下降，加上对经济前景的日益担忧，也增加了投

资者对银行健康程度的担忧，银行股价已大幅下跌，银行的债券价格也承受了相当的压力，这也反映出投资者对潜在

损失的担忧。好消息是，与 2008 年金融危机相比，现在银行变得更具弹性，因为它们拥有更大的资本和流动性缓冲，

这意味着尽管银行股价下跌，银行业对金融稳定造成的风险比 2008 年金融危机时要低得多。但阿德里安也提醒称，监

管机构仍需非常密切地监视银行的发展，鉴于新冠肺炎的突发性，银行可以考虑对受影响最大的借款人进行贷款条款

的临时重组。监管者也应与银行紧密合作，以确保此类重组行动保持透明，目标就是要保持银行的财务实力和整个金

融部门的整体透明度。监管机构还应警惕来自银行系统外部的金融稳定性风险，这就需要更加关注资产管理人和交易

所基金的风险，因为金融环境的恶化可能会令投资者突然面临基金清算风险。资产价格的大幅波动会迅速使市场和机

构承受压力。到目前为止，尽管市场运作能够承受资产价格的大幅波动，但证据表明，大部分市场的流动性正在收紧，

美元融资市场也很紧张。阿德里安最后总结称，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期，政策决策者必须采取果断的行动并在全球范

围内合作，在期望事情变得更好的同时为最坏情况做好准备，以维护货币和金融稳定。IMF 也会根据需要采取行动，

以帮助其成员应对这一非同寻常的危机。（第一财经） 

3 月 12 日，第一财经记者获悉，亚洲开发银行（下称“亚开行”）将通过其“供应链融资计划”出资 2 亿美元，支持

生产和配送抗击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所需药品及物资的企业。由于疫情不断在全球蔓延，药品及个人防护设备

等物资的生产和配送企业压力渐增。亚开行将携手商业银行，为亚太地区此类企业补充营运资金，从而满足扩产等需

求。“这笔援助主要针对供应链中的核心抗疫企业。”亚开行贸易和供应链融资事务负责人史蒂文·贝克（Steven Beck）

表示，我们希望能支持因扩产而需要吸纳供应商的企业。鉴于单一资金池的供应链融资账期一般为 120～180 天，两亿

美元授信可在未来 12 个月内撬动超过 4 亿美元的融资。而与合作商业银行间风险五五均摊，该授信项下同期撬动的融

资可高达 8 亿美元。该笔资金将通过亚开行的“供应链融资计划”提供，在数周内提供给选定企业。亚开行正在密切

监测疫情对贸易融资的影响，并与客户银行定期沟通，以评估是否需要额外支持。截至目前，亚开行为应对新冠疫情

提供的援助包括：2 月 7 日宣布出资 200 万美元，帮助中国等国家提高检测、防范和响应能力；2 月 26 日宣布再出资

200 万美元，支持其所有发展中成员体应对疫情；2 月 25 日与总部设在中国武汉的民营医药流通企业九州通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九州通）签署 1.3 亿元人民币（等值 1,860 万美元）的私营部门贷款，支援九州通保障基本药物和个人

防护设备的持续供应。之所以亚开行此次紧急推出供应链项目，也是因为目前全球经济承压，各大机构仍在下调全球

经济增速，同时供应链所受到的冲击也可能陆续体现。例如，高盛下调 2020 年全球经济增速 1%至 2%；瑞银预计 2020

年全球增长率将降至 2.3%（原为 2.9%），有八国将陷入衰退。同时，也有两种升级情景：一种是感染人数以 1000 为

系数增加的中等情景，一种是新冠肺炎发展成真正的全球性大流行病。前一种情景下，全球同比增长率降至 1.6%（28

国中有 16 国陷入衰退），全球性大流行病情景下，全球同比增长率降至 0.8%（28 国中有 18 国陷入衰退）。亚开行本

月初报告预计新冠疫情对今年全年的经济损失大约在 770 亿-3470 亿美元之间，占全球 GDP 的 0.1%-0.4%。当时，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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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疫情面临供应链冲击，但在强有力的防控措施下，1 个月后供应链逐步复苏。但就全球而言，防控力度和速度目

前尚难判断。（第一财经） 

北京时间周四（3 月 12 日）21:30，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召开新闻发布会，坦言经济前景高度不确定，并下调增速预期。

截至发稿，欧元兑美元短线震荡近 30 点，相对高点和低点为 1.1244 和 1.1216。拉加德下调经济预期，但维持通胀预期

不变，且有意甩锅给各国政府，欧元短线震荡近 30 点。稍早前，欧洲央行意外维稳利率，且每月资产购买规模增幅不

及预期，欧洲兑美元短线冲高 90 点后回落逾 100 个点，相对高位和低位分别为 1.1301 和 1.1199。拉加德称，不确定性

对投资造成负面影响，新冠病毒蔓延加剧了市场波动，对经济产生很大影响。拉加德强调，各国需要大规模的刺激，

需要推行有魄力且协调的财政举措，欧洲央行强力支持欧元区政府的决定。拉加德指出，在当前利率下，所有银行都

将获得需要的资金。欧洲央行的措施将有助于顺利提供信贷。GDP 增幅。欧洲央行预计，2020 年 GDP 增速 0.8%，此前

为 1.1%；预计 2021 年 GDP 增速 1.3%，此前为 1.4%；维持 2022 年 GDP 增速 1.4%不变拉加德坦言，近期数据表明经济

前景恶化，如有必要欧洲央行将调整所有工具，新冠肺炎是一大下行风险。但她预计，经济增速将在中期内恢复。通

胀。欧洲央行维持未来三年通胀预期不变：2020 年通胀预期 1.1%；2021 年通胀预期为 1.4%；2022 年为 1.6%拉加德强调，

新冠肺炎对通胀的影响高度不确定。油价大幅下跌对通胀构成重大的下行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实施范围广泛的

限制，禁止欧洲 26 个国家的民众前往美国，为期一个月。此举是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做出回应。人们担心疫情及其引

发的金融市场恐慌，可能很快就演变为经济衰退，给欧元区苦苦挣扎的经济造成又一重击。这场危机是欧洲央行行长

拉加德的一次大考，11 月刚上任的她，自称是货币政策的“睿智猫头鹰”。由于数百万人被封闭在家中不能出门、市

场震荡、企业苦于供应链中断，经济饱受冲击，增添了欧洲央行从其所剩无几的政策弹药中求解的压力。亟待扩大支

出。各国政府有责任对疫情做出反应，他们应利用各自的预算回旋空间，这是比欧洲央行所能提供的任何工具都更有

力的武器。拉加德此前已经告诉欧盟各国领导人，无作为可能会导致出现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那样的灾难。目前病毒

已在 27 个欧盟国家中蔓延。德国总理默克尔称：“我同意拉加德的观点，我会非常认真地对待，我们将尽我们所能来

应对这一问题。”许多经济学家预计，作为欧洲经济引擎的德国将在今年上半年陷入衰退，而且一些经济学家预计整

个欧元区经济都会有类似的情况。虽然有心协助，但实施了接近 10 年的刺激政策后，欧洲央行手头威力最强的武器已

经用光。利率已位于纪录低位、价值 2.6 万亿欧元的多数政府公债也被其吸纳殆尽，而且提供免费现金以维持银行业

放贷也已施行多年。在利率如此低的情况下，欧洲央行已经接近所谓的“逆转利率”，也就是利率到了继续降息将弊

大于利的水准。低利率也正助长楼市泡沫，部分决策者认为这可能为未来的危机种下祸因。巴克莱表示：“市场普遍

的观念认为，果决的欧洲央行行长要为市场带来比市场预期更大的‘惊喜’，这种观念已经不再适用，如今可能的举

措已经比几年前更接近其极限，目前的这场危机并不一样。”油价崩跌更令欧洲央行雪上加霜。对于利率制定者而言，

这是一把双刃剑。油价下跌会带动燃料价格下降，从而刺激增长和消费者的购买力。但油价下跌也会大幅压低通胀—

—这对欧洲央行来说是个问题，该央行自 2013 年以来就一直未能达到其接近 2%的通胀目标。一些经济学家预计，如

果油价维持在当前水平，今春通胀率将降至零，从而引发对陷入通缩的担忧。欧盟拟推出数亿欧元贷款计划。据了解

情况的消息人士透露，欧盟和大型银行正在研究一项数亿欧元的企业贷款计划，以帮助苦于应对新冠全球公共卫生事

件冲击的欧洲企业获得低成本贷款，该计划有望在几天内公布。该企业贷款计划将以欧洲投资银行(EIB)牵头推行，目

前计划仍在讨论中，仍未得到最终敲定。欧洲投资银行是德国、意大利和法国以及其它 24 个欧盟成员国支持的一家实

力强大的机构.这些知情人士表示，正在考虑的一个选项是，欧洲投资银行与欧洲一些最大的银行合作，推出规模达数

亿欧元的低成本贷款计划。目前与这些欧洲银行的磋商正在进行中。为消除这些企业贷款一旦违约对欧洲投资银行构

成的风险，威胁该机构目前拥有的最高信贷评级，这项企业贷款计划可能由欧盟统一预算提供担保，以承担潜在的贷

款损失。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说，欧盟各国财政部长可能下周一和周二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会议上考虑是否批准该计划。

欧盟执委会的一位发言人说:“帮助遭受重创的企业……提供短期流动性是欧盟应对新冠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危机的经济

政策的关键部分。”他表示，正在与欧洲投资银行研究可以立即实施应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件的方案。（汇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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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承担浏览这些网站的风险。 

本报告所载的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基于现状，不构成任何保证，可随时更改，毋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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