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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通每日报告（零售） 

■市场策略 

周二（3 月 31 日），恒生指数开盘涨 1.89%，全天呈探底回升走势，尾盘涨

幅稍有扩大。截至收盘，恒生指数涨 428.37 点或 1.85%，报 23603.48 点，全

日成交额达 1133.41 亿。国企指数涨 2.05%，报 9594.77 点，红筹指数涨 3.07%，

报 3592.11 点。资金流向方面，沪港通南向资金剩余 404.8 亿元，流入 15.2 亿

元。深港通南向资金剩余 404.11 亿元，流入 15.89 亿元。蓝筹股方面，中生

制药（01177）年度归母净利同比降 70.1%至 27.07 亿人民币。该股一度跌超

10%，截至收盘，跌 4.31%，报 10.22 港元，成交额 16.8 亿港元，拖累恒指 9

点。其他重磅蓝筹，恒安国际（01044）涨 4.95%，报 58.35 港元，贡献恒指 6

点；信和置业（00083）涨 7.42%，报 9.84 港元，贡献恒指 6 点；长实集团（01113）

涨 4.3%，报 42.45 港元，贡献恒指 14 点；碧桂园（02007）涨 3.88%，报 9.38

港元，贡献恒指 8 点。热门板块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

行了会谈，在稳定能源市场的重要性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国际油价大幅反弹。

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日前发文，取消陆上特定地区石油（天然气）

开采项目免税进口额度管理;取消海洋石油（天然气）开采项目免税进口额度

管理。港股石油股集体走强。截至收盘，中海油服（02883）涨 11.34%，报

5.99 港元；中石油（00857）涨 8.4%，报 2.84 港元；中海油（00883）涨 7.4%，

报 8.13 港元；中石化（00386）涨 3.8%，报 3.82 港元。热门股方面，美团点

评-W（03690）发布 2019 年度业绩，收入为 975.29 亿元，同比增长 49.5%；股

东应占溢利为 22.39 亿元，超出市场预期。截至收盘，美团涨 6.42%，报 93.65

港元。综合来看，恒指再度反弹，早盘高开之后有所回落，午后呈震荡上扬

态势。外围市场方面，特朗普呼吁推出 2 万亿美元基础设施法案，并表示未

来两周美国将“非常艰难”；高盛下调二季度美国 GDP 和就业预期，经济学

家对 V 型反弹失去信心，美联储推出临时回购机制，向外国央行提供美元；

沙特 3 月末原油出口飙升，原油期货创下有史以来最大季度跌幅。我们认为，

受欧美股指大涨的影响恒指出现反弹。国际油价受美俄通话影响涨逾 8%，

但能否达成实质性的减产还有待观察。中国 3 月 PMI 数据好于预期，但国内

企业复工情况尚未完全回归正常水平。美国疫情十分严重，意大利的疫情也

未出现拐点，投资者担忧情绪依旧较浓，港股上行动力不足，未来或延续横

盘震荡走势。建议投资者谨慎乐观，可适当关注受疫情影响较小的农业、医

药、互联网等板块的绩优股。 

周二（3 月 31 日），美国三大股指集体收跌，道指跌 1.84%报 21917.16 点，

标普 500 跌 1.6%报 2584.59 点，纳指跌 0.95%报 7700.1 点。 

■财经日志 

 
资料来源：汇港资讯、中银证券 

指标名称 收盘价 涨跌 涨跌幅(%)

道琼斯工业指数 21917.16 (410.32) (1.84)

标准普尔500指数 2584.59 (42.06) (1.60)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7700.10 (74.05) (0.95)

伦敦富时100指数 5671.96 108.22 1.95

沪深300指数 3686.16 12.04 0.33

恒生指数 23603.48 428.37 1.85

恒生国企指数 9594.77 192.60 2.05

恒生指数期货 23720.00 706.00 3.07

恒指指数期货持仓量 102280.00 (488.00) -

纽约黄金（美元/盎司） 1,577.10 (44.90) (2.77)

纽约白银（美元/盎司） 14.08 0.00 0.01

纽约期铜（美元/磅） 2.23 0.07 3.10

纽约原油期货（美元/桶） 20.10 0.01 0.05

上海期铜（人民币元/吨) 39200.00 560.00 1.45

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 626.00 (53.00) (7.28)

美国公布3月芝加哥PMI

美国公布3月谘商会消费者信心指数

欧元区公布3月CPI年率（未季调）初值（%）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召开新闻发布会，讨论计划中的第四轮疫情应对法案。

欧洲央行管委霍尔兹曼在记者会上讲话。

消息称G20财长和央行行长召开视频会议，就新冠肺炎问题展开更多讨论。

重要经济数据

海外重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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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概况及策略 

周二（3 月 31 日），恒生指数开盘涨 1.89%，全天呈探底回升走势，尾盘涨幅稍有扩大。截至收盘，恒生指数涨 428.37

点或 1.85%，报 23603.48 点，全日成交额达 1133.41 亿。国企指数涨 2.05%，报 9594.77 点，红筹指数涨 3.07%，报 3592.11

点。资金流向方面，沪港通南向资金剩余 404.8 亿元，流入 15.2 亿元。深港通南向资金剩余 404.11 亿元，流入 15.89 亿

元。恒指本月累计跌幅达 9.67%，最高点为 26805.58 点，最低点为 21139.26 点。蓝筹股方面，中生制药（01177）年度

归母净利同比降 70.1%至 27.07 亿人民币。该股一度跌超 10%，截至收盘，跌 4.31%，报 10.22 港元，成交额 16.8 亿港元，

拖累恒指 9 点。其他重磅蓝筹，恒安国际（01044）涨 4.95%，报 58.35 港元，贡献恒指 6 点；信和置业（00083）涨 7.42%，

报 9.84 港元，贡献恒指 6 点；长实集团（01113）涨 4.3%，报 42.45 港元，贡献恒指 14 点；碧桂园（02007）涨 3.88%，

报 9.38 港元，贡献恒指 8 点。热门板块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会谈，在稳定能源市场的重要

性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双方同意就油市进行能源部长级磋商。国际油价大幅反弹。此外，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

局日前发文，取消陆上特定地区石油（天然气）开采项目免税进口额度管理；取消海洋石油（天然气）开采项目免税

进口额度管理。港股石油股集体走强。截至收盘，中海油服（02883）涨 11.34%，报 5.99 港元；中石油（00857）涨 8.4%，

报 2.84 港元；中海油（00883）涨 7.4%，报 8.13 港元；中石化（00386）涨 3.8%，报 3.82 港元。多家物业公司发布年度

财报，整体业绩大好。佳兆业美好（02168）年度股东应占利润同比增加 203%至 1.64 亿人民币，每股派 52 港仙；物业

管理股普涨。截至收盘，蓝光嘉宝服务（02606）涨 10%，报 39.6 港元；永升生活服务涨 9.26%，报 9.79 港元；佳兆业

美好涨 8.47%，报 26.9 港元；雅生活服务涨 8.18%，报 37.7 港元。热门股方面，美团点评-W（03690）发布 2019 年度业

绩，收入为 975.29 亿元，同比增长 49.5%；股东应占溢利为 22.39 亿元，超出市场预期。截至收盘，美团涨 6.42%，报

93.65 港元。白马户外媒体（00100）发布公告，获永和环球收购公司全部已发行股本中的所有股份，每股要约股份为

现金 7.12 港元，较最后交易日收市价 5.10 港元溢价约 39.61%。截至收盘，涨 37.06%，报 6.99 港元。中国人保（01339）

董事长缪建民在 3 月 30 日举行的中国人保 2019 年度业绩发布会上表示，中国人保 H 股市盈利只有 4 倍左右，市净率

不到一倍。他还表示，“中国人保 H 股的股价确实是低得都不合理了”。中国人保副总裁李祝用也表示，公司目前股

价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已背离基本面，特别是 H 股被显著低估。截至收盘，中国人保涨 6.67%，报 2.56 港元。据上

证报，中国移动 2020 年 5G 二期无线网主设备集中采购工作已于日前结束。华为合计中标逾 132787 站，涉资 214.1 亿

元；中兴通讯（00763）则中标 66653 站，涉资 107.3 亿元。截至收盘，中兴通讯涨 3.44%，报 24.05 港元。综合来看，

恒指再度反弹，早盘高开之后有所回落，午后呈震荡上扬态势。外围市场方面，特朗普呼吁推出 2 万亿美元基础设施

法案，并表示未来两周美国将“非常艰难”；高盛下调二季度美国 GDP 和就业预期，经济学家对 V 型反弹失去信心，

美联储推出临时回购机制，向外国央行提供美元；沙特 3 月末原油出口飙升，原油期货创下有史以来最大季度跌幅。

我们认为，受欧美股指大涨的影响恒指出现反弹。国际油价受美俄通话影响涨逾 8%，但能否达成实质性的减产还有

待观察。中国 3 月 PMI 数据好于预期，但国内企业复工情况尚未完全回归正常水平。美国疫情十分严重，意大利的疫

情也未出现拐点，投资者担忧情绪依旧较浓，港股上行动力不足，未来或延续横盘震荡走势。建议投资者谨慎乐观，

可适当关注受疫情影响较小的农业、医药、互联网等板块的绩优股。。 

 

海外股市回顾 

周二（3 月 31 日），美国三大股指集体收跌，道指跌 1.84%报 21917.16 点，标普 500 跌 1.6%报 2584.59 点，纳指跌 0.95%

报 7700.1 点。道指 3 月跌 13.74%，一季度跌 23.2%；纳指 3 月跌 10.12%，一季度跌 14.18%。标普 500 指数跌 12.51%，一

季度跌 20%。 

周二（3 月 31 日），欧洲斯托克 600 指数一季度累计跌 23%，为 2002 年来最大季度跌幅。德国 DAX 指数 3 月累跌 16.44%，

一季度累跌 25.01%，创 2002 年以来最大季度跌幅；法国 CAC40 指数 3 月累跌 17.21%，一季度累跌 26.46%。英国富时

100 指数 3 月累跌 14%，一季度累跌近 25%。意大利富时 MIB 指数一季度累计跌 27%，3 月累计跌 22%，为纪录以来最

大月度跌幅。 

周二（3 月 31 日），亚太股市收盘涨跌互现。韩国综合指数涨 2.19%，报 1754.64 点。日经 225 指数收盘跌 0.88%，报

18917.01 点，一季度累计下跌 20%，创 2008 年四季度以来最大单季跌幅。澳大利亚 ASX200 指数收盘跌 2.02%，报 5076.8

点。新西兰 NZX50 指数涨 1.4%，报 9796.75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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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日志 

 
资料来源：汇港资讯、中银证券 

 

期货市场回顾 

周二（3 月 31 日），COMEX 黄金期货收跌 3.17%报 1591.1 美元/盎司，3 月涨 1.56%，一季度涨 4.46%，连涨六个季度。

COMEX 白银期货收涨 0.16%报 14.155 美元/盎司，3 月跌 13.99%，一季度跌 21.01%。 

周二（3 月 31 日），NYMEX 原油期货收涨 0.05%报 20.1 美元/桶，3 月跌 55.09%，创史上最大单月跌幅，一季度跌 67.08%，

亦创史上最大季度跌幅。布油收跌 1.89%，报 25.92 美元/桶，3 月跌 47.82%，一季度跌 60.73%。 

周二（3 月 31 日），伦敦基本金属多数收涨，LME 期铜涨 3.37%报 4930 美元/吨，LME 期锌涨 1.84%报 1906.5 美元/吨，

LME 期镍涨 1.33%报 11470 美元/吨，LME 期铝跌 0.33%报 1525.5 美元/吨，LME 期锡涨 0.24%报 14535 美元/吨，LME 期铅涨

2.52%报 1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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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88  亿元（人民币） 808.90  亿元（人民币） 

当日使用额度占比%  2.14   3.70  

卖出成交额 140.34  亿元（人民币） 81.91  亿元（港币） 

买入成交额 144.53  亿元（人民币） 100.18  亿元（港币） 

成交金额 284.87  亿元（人民币） 182.09  亿元（港币）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今日聚焦

业绩公布 

（00031）航天控股、（00033）云铜股份、（00039）中国北大荒、（00058）新威国际、（00094）绿心集团、（00096）YUSEI、（00108）国锐地产、（00111）信达国际控股、（00117）天利控股集团、（00154）北京控股环境集团、（00167）万威国际、（00169）万达酒店发展、

（00176）先机企业集团、（00177）江苏宁沪高速公路、（00190）香港建设（控股）、（00191）丽新国际、（00200）新濠国际发展、（00205）财讯传媒、（00251）爪哇控股、（00258）汤臣集团、（00265）东胜旅游、（00285）比亚迪电子、（00301）三和精化、（00305）五菱汽

车、（00308）香港中旅、（00339）核心经济投资、（00352）富阳、（00353）能源国际投资、（00356）鼎立资本、（00359）海升果汁、（00360）新焦点、（00363）上海实业控股、（00365）芯成科技、（00381）侨雄国际、（00392）北京控股、（00400）科通芯城、（00416）锦州

银行、（00434）博雅互动、（00439）光启科学、（00449）志高控股、（00451）协鑫新能源、（00456）新城市建设发展、（00458）联亚集团、（00467）联合能源集团、（00469）凯普松国际、（00472）新丝路文旅、（00484）云游控股、（00488）丽新发展、（00493）国美零售、

（00496）卡森国际、（00503）朗生医药、（00505）欢悦互娱、（00509）世纪阳光、（00524）长城一带一路、（00538）味千（中国）、（00546）阜丰集团、（00552）中国通信服务、（00556）泛亚环保、（00574）百信国际、（00575）励晶太平洋、（00579）京能清洁能源、

（00581）中国东方集团、（00582）蓝鼎国际、（00598）中国外运、（00600）中国基建投资、（00601）稀镁科技、（00607）丰盛控股、（00620）大唐西市、（00627）福晟国际、（00632）中港石油、（00633）中国全通、（00636）嘉里物流、（00646）中国环保科技、（00651）中

海重工、（00653）卓悦控股、（00656）复星国际、（00661）中国大冶有色金属、（00663）金山能源、（00670）中国东方航空股份、（00672）众安集团、（00676）创信国际、（00690）联康生物科技集团、（00706）美丽中国控股、（00707）亚洲电视控股、（00712）卡姆丹克太

阳能、（00753）中国国航、（00757）阳光能源、（00777）网龙、（00800）Ａ８新媒体、（00802）中国钱包、（00814）北京京客隆、（00832）建业地产、（00834）康大食品、（00840）天业节水、（00844）广泰国际控股、（00845）恒盛地产、（00846）明发集团、（00851）盛源

控股、（00865）建德国际控股、（00866）中国秦发、（00867）康哲药业、（00871）中国疏浚环保、（00874）白云山、（00891）利邦、（00901）鹰力投资、（00902）华能国际电力股份、（00915）道和环球、（00947）摩比发展、（00969）华联国际、（00980）联华超市、

（00981）中芯国际、（00982）华金国际资本、（00983）瑞安建业、（00987）中国再生能源投资、（01003）欢喜传媒、（01006）长寿花食品、（01010）太睿国际控股、（01027）中国集成控股、（01034）富汇建筑控股、（01035）ＢＢＩ生命科学、（01037）云智汇科技、

（01039）鑫网易商、（01041）林达控股、（01043）光宇国际集团科技、（01062）国开国际投资、（01069）宝沙发展、（01075）首都信息、（01076）博华太平洋、（01094）中国公共采购、（01102）环能国际、（01103）大生农业金融、（01106）铭霖控股、（01108）洛阳玻璃股

份、（01115）西藏水资源、（01118）高力集团、（01143）环亚国际实业、（01159）星光文化、（01165）顺风清洁能源、（01176）珠光控股、（01185）中国航天万源、（01188）正道集团、（01192）泰山石化、（01198）皇朝家俬、（01201）天臣控股、（01207）上置集团、

（01210）克莉丝汀、（01211）比亚迪股份、（01239）TEAMWAY INTL GP、（01241）双桦控股、（01252）中国天瑞水泥、（01253）中国绿地博大绿泽、（01255）港大零售、（01262）蜡笔小新食品、（01266）西王特钢、（01280）奇点国际、（01296）国电科环、（01303）汇力

资源、（01321）中国新城市、（01327）励时集团、（01328）金涌投资、（01335）顺泰控股、（01338）霸王集团、（01359）中国信达、（01365）润东汽车、（01371）华彩控股、（01388）安莉芳控股、（01393）恒鼎实业、（01399）飞毛腿、（01400）满地科技股份、（01417）浦

江中国、（01425）捷隆控股、（01430）苏创燃气、（01439）移动互联（中国）、（01458）周黑鸭、（01483）誉宴集团、（01495）集一家居、（01526）瑞慈医疗、（01527）天洁环境、（01532）中国派对文化、（01552）BHCC HOLDING、（01555）ＭＩ能源、（01561）联洋智

能控股、（01575）慕容控股、（01580）大森控股、（01586）中国力鸿、（01592）基石控股、（01598）２１世纪教育、（01600）天伦燃气、（01617）南方通信、（01618）中国中冶、（01620）加达控股、（01622）力高集团、（01626）嘉耀控股、（01628）禹洲地产、（01638）佳

兆业集团、（01652）福森药业、（01678）中创环球、（01690）立基工程控股、（01691）ＪＳ环球生活、（01706）双运控股、（01707）致浩达控股、（01720）普天通信集团、（01731）其利工业集团、（01732）象兴国际、（01733）易大宗、（01736）中国育儿网络、（01763）中

国同辐、（01790）达力环保、（01800）中国交通建设、（01810）小米集团－Ｗ、（01826）达飞控股、（01831）十方控股、（01859）煜盛文化、（01860）汇量科技、（01863）中国龙天集团、（01900）中国智能交通、（01901）飞扬集团、（01902）银城国际控股、（01906）博尼

控股、（01922）银城生活服务、（01925）旷世控股、（01950）深蓝科技控股、（01991）大洋集团、（02000）晨讯科技、（02006）锦江资本、（02009）金隅集团、（02011）中国恒泰集团、（02014）浩泽净水、（02022）游莱互动、（02025）瑞丰动力、（02048）易居企业控股、

（02098）卓尔智联、（02112）优库资源、（02118）天山发展控股、（02122）凯知乐国际、（02203）脑洞科技、（02208）金风科技、（02213）益华控股、（02226）老恒和酿造、（02233）西部水泥、（02238）广汽集团、（02255）海昌海洋公园、（02278）海蓝控股、（02296）华

记环球集团、（02302）中核国际、（02303）恒兴黄金、（02308）研祥智能、（02310）申基国际、（02327）美瑞健康国际、（02329）国瑞置业、（02330）中国上城、（02333）长城汽车、（02341）中怡国际、（02355）宝业集团、（02358）久融控股、（02366）星美文化旅游、

（02371）创联教育金融、（02379）中天国际、（02389）北控医疗健康、（02398）友佳国际、（02488）元征科技、（02528）尚晋国际控股、（02608）阳光１００中国、（02700）格林国际控股、（02738）华津国际控股、（02789）远大中国、（02799）中国华融、（02869）绿城服

务、（02877）神威药业、（03303）巨涛海洋石油服务、（03308）金鹰商贸集团、（03309）希玛眼科、（03330）灵宝黄金、（03333）中国恒大、（03336）巨腾国际、（03344）共享集团、（03348）中国鹏飞集团、（03366）华侨城（亚洲）、（03389）亨得利、（03608）永盛新材

料、（03636）保利文化、（03639）亿达中国、（03663）协众国际控股、（03688）莱蒙国际、（03698）徽商银行、（03709）赢家时尚、（03738）阜博集团、（03800）保利协鑫能源、（03808）中国重汽、（03903）瀚华金控、（03939）万国国际矿业、（03996）中国能源建设、

（06123）圆通速递国际、（06133）维太创科、（06160）百济神州、（06183）中国绿宝、（06193）泰林科建、（06878）鼎丰集团控股、（06888）英达公路再生科技、（06896）金嗓子、（06899）联众、（06918）奇士达、（06919）人瑞人才、（08001）东方汇财证券、（08006）华

泰瑞银、（08011）百田石油、（08022）永耀集团控股、（08030）汇联金融服务、（08049）吉林长龙药业、（08055）中国网络信息科技、（08108）福泽集团、（08116）中国幸福投资、（08139）长安仁恒、（08150）无缝绿色、（08152）明梁控股、（08159）辉煌科技、（08163）

领智金融、（08172）拉近网娱、（08175）中国数码文化、（08176）超人智能、（08192）环球通证、（08211）浙江永安、（08227）海天天线、（08236）宝德科技集团、（08237）华星控股、（08247）中生北控生物科技、（08249）瑞远智控、（08255）神州数字、（08259）HON

CORP、（08283）正力控股、（08286）长城微光、（08287）百家淘客、（08291）万成金属包装、（08296）中国生命集团、（08301）明华科技、（08310）大丰港、（08351）俊文宝石、（08363）SDM GROUP、（08385）万里印刷、（08480）飞霓控股、（08500）天泓文创、

（08506）福纺控股、（08622）华康生物医学、（09929）澳达控股、（09966）康宁杰瑞制药－Ｂ

派息备忘 （00271）亚证地产、（00752）笔克远东、（01882）海天国际、（02638）港灯－ＳＳ

明日前瞻

业绩公布 无

派息备忘
（00051）海港企业、（01972）太古地产、（02805）领航亚洲、（03085）领航亚洲高息、（03086）ＢＭＯ纳指、（03101）领航发展欧洲、（03121）ＢＭＯ亚太房地产、（03126）领航日本、（03140）领航标普五百、（03141）ＢＭＯ亚投债、（03143）ＢＭＯ香港银行股、

（03145）ＢＭＯ亚洲高息股、（03160）ＢＭＯ日股对冲、（03165）ＢＭＯ欧优股对冲、（82805）领航亚洲－Ｒ、（83085）领航亚洲高息－Ｒ、（83101）领航发展欧洲－Ｒ、（83126）领航日本－Ｒ、（83140）领航标普五百－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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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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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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个股公告 

1、中国恒大 2019 年股东应占净利润 172.8 亿元，同比下降 53.8%；合约销售额 6010.6 亿元，同比增长 9.0%；核心业务

利润为 408.2 亿元；建议末期股息为每股 0.653 元。未来将全面实施“高增长、控规模、降负债”发展战略，计划平均

每年减少总土地储备 3000 万平方米左右，大幅减低负债总额和净负债率。 

2、小米集团 2019 年经调整净利润 115.3 亿元，同比增 34.8%；营收 2058.4 亿元，同比增 17.7%；2019 年智能手机收入达

到 1221 亿元，同比增长 7.3%；智能手机销量达到 1.25 亿部；目前产能已回升到正常水平 80%-90%。 

3、中国交通建设（01800）公布，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33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了《关于四航局与中交产投共同成立项目

公司并投资广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冷链区及快运二区项目所涉关联（连）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附属公司四航局以

现金出资 8000 万元，与关联方中交产投共同设立项目公司。 

4、银城国际控股（01902.HK）公布，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公司收益 90.13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77.8%；毛

利达 14.39 亿元。收益增长乃由于物业销售所得收益增加。 

5、侨雄国际（00381）公告，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未经审核年度业绩，收益 2 亿港元，同比降 6.8%，公司股

权持有人应占亏损 1.04 亿港元，同比收窄 50.1%。每股亏损 1.06 港仙。 

6、无缝绿色（08150）公布，受疫情影响，延迟刊发 2019 年全年业绩及可能延迟寄发 2019 年年报。同时，该公司公布

未经审核 2019 年全年业绩，2019 年，该公司实现收入约 1.45 亿港元，同比增 19.86%;年度亏损约 984.8 万港元，同比增

47.06%。 

7、大丰港（08310）发布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未经审核业绩，该集团实现收益 15.17 亿港元，同比减少 63.6%;

公司股权持有人应占亏损 9.47 亿港元，同比增加 508.24%;每股亏损 73.49 港仙。 

8、非凡中国（08032）发布公告，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非凡中国 BVI（公司全资附属公司）作为卖方与配售代理订立

配售协议，卖方透过配售代理以配售价每股销售股份 21.52 港元配售 7000 万股李宁公司（02331）股份 ，或若未能成功

促成则由其自身购买销售股份，但须受配售协议所载条款及条件规限。 

9、四洲集团（00374）公布，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该公司的全资附属公司四洲（日本）控股有限公司作为买方、卖方

宫田修及宫田太太 Yayoi Miyata 订立售股协议的补充协议，据此，订约各方同意修订售股协议的若干条款。 

10、建业地产（00832.HK）公布，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公司收益约为人民币 307.67 亿元，较 2018 年增加约

108.1%；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溢利约为人民币 20.15 亿元，较 2018 年增加约 74.6%；每股基本盈利为人民币 73.75 分，

派发每股 31.00 港仙（约人民币 28.44 分）为末期股息。 

11、协众国际控股（03663.HK）公布，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公司收益 19.73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加 113.6%；

公司股东应占亏损 2.86 亿元，亏损同比扩大 30 倍;每股亏损 0.36 元。 

12、江苏宁沪高速公路（00177）公告，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五

峰山大桥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关于公司向广靖锡澄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和《关于公司向宜长公司提供借款的

议案》 

13、星美文化旅游（02366）发布 2019 年全年业绩，该集团实现收入 4608.5 万港元，同比减少 29.4%;公司拥有人应占亏

损 2.16 亿港元，同比减少 56.6%;每股基本亏损 16.4 港仙。 

14、辉煌科技（08159）公告，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未经审核全年业绩，收入 3.48 亿港元，同比下降 10.5%，

公司拥有人应占溢利 1025.5 万港元，同比下降 58%。每股盈利 1.60 港仙。 

15、达飞控股（01826.HK）公布，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公司收益 12.93 亿港元，同比增长 99.4%；毛利 5.86

亿港元，同比增长 437.2%；公司拥有人应占利润 2056.8 万元，同比减少 36%；每股盈利 1.7 港仙。 

16、药明生物在港交所发布公告称，控股股东拟以每股 96.8 港元的价格向独立于本公司且与本公司概无关连的各方配

售由 Biologics Holdings 持有的本公司 4800 万股现有股份（相当于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已发行股本总额约 3.70%）。 

（万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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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股市信息 

昨晚，特朗普和普京打了一个漫长的电话！北京时间周一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次电话长

谈。长谈结束之后，白宫方面表示，两位总统讨论了为防控疫情在世界范围内所做的努力。两位领导人“同意通过 20

国集团紧密合作，推动国际合作以战胜病毒并重振全球经济。”领导人还讨论了重要的双边和全球问题。特朗普总统

和普京总统同意继续做好在全球能源市场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特朗普和普京在通话中还讨论了委内瑞拉，特朗普重

申委内瑞拉局势严峻，希望看到以民主过渡的方式结束持续的危机。随后，美国能源部称，美国和俄罗斯的能源主管

们将讨论原油市场波动性。3 月 30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针对稳定原油市场的重要性达成共识。

在这一消息发布之后，国际原油期货迎来了反弹。而就在此前，受疫情冲击最大的供应链危机亦迎来曙光。G20 贸易

部长会议亦于周一晚上召开，并于会后发表声明。声明称，将确保作为全球供应链支柱的物流网络顺畅并持续运作。

在不破坏防疫效果的前提之下，将探讨通过空运、海运和陆运的物流网络保持开放，以及便利卫生人员和商业人员跨

国界流动的方式。其实，除了经贸和能源之外，新冠病毒疫苗和检测也迎来了好消息。来看报道！一次有意思的长谈。

据外媒报道，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周一进行了电

话交谈。他们对冠状病毒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规模表示严重关切，并同意就石油市场状况进行联合磋商。两国元首还

谈到了两国关系的一些问题，并同意继续进行个人接触。据悉，漫长的电话交谈是在美方的倡议下进行的。克里姆林

宫新闻社报道称，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进行电话

交谈的焦点是加强与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作斗争的合作。克里姆林宫说：“两国元首对冠状病毒全球迅速蔓延表示严

重关切，并相互通报了各自国家为应对这种威胁所采取的措施。” “他们讨论了两国在这一领域加强合作的选择。”

长谈结束之后，白宫方面表示，两位总统讨论了为防控疫情在世界范围内所做的努力。两位领导人“同意通过 20 国集

团紧密合作，推动国际合作以战胜病毒并重振全球经济。”领导人还讨论了重要的双边和全球问题。特朗普总统和普

京总统同意继续做好在全球能源市场中的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特朗普和普京在通话中还讨论了委内瑞拉，特朗普重申

委内瑞拉局势严峻，希望看到以民主过渡的方式结束持续的危机。随后，美国能源部称，美国和俄罗斯的能源主管们

将讨论原油市场波动性。3 月 30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针对稳定原油市场的重要性达成共识。值

得注意的是，此次双方的表述并不一样。克里姆林宫的表述更偏向于抗击新冠病毒。而白宫的表述则更多地偏向了原

油市场。而且，在此次会谈之后，特朗普并未在第一时间通过推特发布相关信息。当然，即便如此，在这一消息发布

之后，国际原油期货还是迎来了反弹。与此同时，隔夜美股亦迎来大幅反弹。全球力撑供应链。疫情对经济的最大冲

击实际上来自于供应链。本周一晚上，G20 经贸部长视频会议召开。会后，亦发表了声明。声明指出，国际社会现在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加强合作与协调，以保护人的生命，并为这场危机后强劲的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平衡和包容

性增长奠定基础。目前正在积极努力确保重要医疗用品和设备、关键农产品以及其他基本货物和服务继续跨界流动。

根据各国的要求，将立即采取必要措施，促进这些基本商品的贸易。将在最需要的地方，在公平的基础上，支持以负

担得起的价格提供和获得基本医疗用品和药品，包括根据国情，通过奖励和有针对性的投资，鼓励增加生产。防止暴

利和不合理的涨价。确保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得到支持，并意识到加强国际投资的重要性。同意各国旨在应对

COVID-19 的紧急措施，但必须是有针对性的、适度的、透明的和临时性的，并且不会对贸易造成不必要的障碍或对全

球供应链的破坏，同时符合世贸组织的规则。承诺向世贸组织通报所采取的任何与贸易有关的措施，所有这些措施都

将使全球供应链能够在这场危机中继续运作，同时加快后续的复苏。将集体寻求减轻新冠病毒对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影

响。将继续共同努力，提供一个自由、公平、非歧视、透明、可预测和稳定的贸易和投资环境，并保持市场开放。将

确保作为全球供应链支柱的物流网络顺利、持续地运作。在不破坏防疫效果的前提下，将探讨通过空运、海运和陆运

的物流网络保持开放的方式，以及便利卫生人员和商业人员跨国界流动的方式。中国商务部部长钟山表示，习近平主

席在特别峰会上提出四点倡议，呼吁全面加强国际合作，凝聚战胜疫情强大合力。G20 贸易部长应共同落实好特别峰

会联合声明，并向各方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防疫物资国际合作，共同保障各国人民和医务人员的生命安全。二是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积极采取减免关税、取消壁垒、畅通贸易等举措。三是维护全球开放合作环境，保持市

场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反对保护主义。经济学人智库（EIU）的英国首席分析师马修·奥森福德（Matthew Oxenford）

周一表示，冠状病毒的爆发将使世界各地的经济体陷入“深度冻结”，一些前所未有的封锁措施可能会持续数月之久。

贝伦贝格（Berenberg）的分析师认为，疫情爆发将意味着所有发达经济体今年都将陷入衰退，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的国

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将下降 3％。贝伦贝格（Berenberg）的分析师在周日发布的研究报告中表示：“至少在 3 月至

5 月的几个月中，经济数据将显示出和平时期以前从未出现过的萎缩。今年，所有发达经济体都将遭受经济衰退，其

年度 GDP 将从美国的 3％下降到意大利的 7.5％左右。”长江证券徐奇渊表示，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目前处于第二

阶段，疫情影响到中国向其他国家出口中间产品，导致其他国家生产过程出现中断。不过在这一阶段，由于我国企业

和国外企业的产成品库存、以及运输时间的缓冲，暂时对我国从其他国家的进口不产生影响，后续影响还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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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数（WDI）显示，2003 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在全球占比仅为 6.8%，2017 年上升至 23.9%。截至到

2018 年，中国已成为 120 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如今，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显著。徐奇渊表示，疫情对全

球供应链的影响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疫情对中国国内的供应链网络产生影响；第二阶段，疫情影响到中国向其他

国家出口中间产品，导致其他国家生产过程出现中断；第三阶段，全球供应链中断的效果反馈，通过进口渠道反射影

响到我国；第四阶段，在最严重的情况下，供应链中断将向其他没有中国企业直接参与的全球供应链扩展。他表示，

如果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推演到第四阶段，那么疫情将进一步升级成为严重冲击全球经济的灰犀牛。从这个角度

来看，全球协力应对疫情，对于维系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中国对疫情的全力防控，以及在防控

疫情的前提下统筹进行复工，对于全球供应链稳定也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新冠疫苗迎来大消息。除了全球力撑供应

链之外，新冠疫苗亦有突破性进展。强生公司（Johnson&Johnson）周一表示，将于 9 月开始对其新冠病毒实验疫苗进

行人体测试，并将于 2021 年初获得紧急使用授权。强生还表示，已与联邦生物医学高级研究与发展局合作投资超过

10 亿美元。该局隶属于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旨在共同资助疫苗研究。强生表示，主要疫苗候选药物将于 9 月进入

人体临床 1 期研究，并预计疫苗效果的临床数据将在今年年底之前完成。该公司表示，如果疫苗效果良好，将在 2021

年初用于紧急用途。强生表示，还将通过在美国新工厂以及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现有工厂的增加来提高生产能力，以快

速生产和分发潜在疫苗。该公司表示，计划生产超过 10 亿剂疫苗。强生表示，除了一剂主要候选疫苗外，还有两个备

选疫苗。该公司表示，从一月份就已经开始研究新冠病毒疫苗。受此消息刺激，强生周一收盘大涨 8%。此外，当地

时间 3 月 27 日晚间表示，美国雅培公司表示，他们研发的分子即时检验设备可以在 Abbot 的便携式平台之一“ID Now”

上运行，它将在最短五分钟内检测出 COVID-19 的阳性结果，并在 13 分钟内确定阴性结果。（券商中国） 

3 月以来，美联储执行一系列宽松政策帮助美国企业应对公共卫生事件冲击，企业则借入贷款应对危机。但业内人士

指出，美国企业借入过多贷款，或为经济复苏带来风险，甚至引发企业违约潮。耶伦警告过多企业借贷阻碍经济复苏。

美联储（fed）前主席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周一表示，在低利率和监管缺陷的推动下，金融行业和企业做出了很

多糟糕的选择，这可能会加大美国经济从公共卫生事件危机中复苏的难度。“非金融公司在这场危机中陷入了沉重的

债务负担，这会加剧脆弱性。“耶伦称，企业借钱太多，这样做不是为了投资等生产性目的，而是为了回购股票并向

股东支付股息。此外，在这些公司举债的同时，投资者在追逐高收益的过程中也放松了警惕。这一切之所以发生，是

因为低利率让借贷变得更容易，而监管机构没有权力阻止它。耶伦说，只有在这种借款威胁到银行发放贷款的情况下，

监管机构才能介入，而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这位前美联储行长表示：企业借贷狂潮“给经济带来了

风险”。耶伦担心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会看到更多类似情况，这可能会引发一波公司违约潮。即使违约没有发生，高

负债的公司通常也会大幅削减投资和招聘，这将加大复苏的难度。正如耶伦所担心的那样，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

（Moody’s Investors Service）在 3 月 30 日将规模高达 6.6 万亿美元的企业债评级展望下调至负面，并表示伴随着利率下降

侵蚀银行盈利能力，且经济环境恶化将破坏信贷质量，银行业未来也面临挑战。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抱怨美联储在金

融危机期间实施的低利率导致金融市场过度膨胀。一些美联储官员在公共卫生事件在美国爆发之前警告说，高水平的

企业借贷本身并不构成系统性风险，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可能会放大问题。银行担心企业“借贷潮”。另一方面，

企业竞相借贷给本就流动性不充裕的银行进一步带来压力，部分资金短缺的银行甚至在暗中“劝阻”企业不要使用其

信贷额度。摩根大通（JPMorgan）报告称，其对已向银行融资的企业进行追踪，显示 3 月 26 日当日，企业向银行融资

达到创纪录的 2080 亿美元。其中，企业借款总额占总融资额的 77%。摩根大通指出，企业借款总额可能远高于这一比

例，远高于 80%，因为它只反映了大公司披露的金额，而中小企业可能有未披露的借款。对银行来说，企业大规模贷

款需求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这会影响他们的利润率，另一方面会危及他们的整体流动性水平。于是，一些银行开

始劝阻其客户不要利用其现有的信贷额度。或许正是受到这一“暗示”，麦当劳公司上周筹集并提取了 10 亿美元的短

期融资，其成本高于现有未利用的信贷额度。但坏消息是，除了一些大企业之外，多数公司仍被挡在其它流动性渠道

之外，因此被迫继续动用现有的信贷额度。这让许多银行，尤其是关系型银行家面临艰难局面。Renaissance Macro research

金融研究主管霍华德•梅森（Howard Mason）表示:“银行正试图管理两件事——关系盈利能力以及他们的风险和资产组合。

银行有一些牌可打，因为他们可以与已经透支了信贷额度的客户交谈。这其中涉及到一种关系，所以关系定价和善意

是适用的。”为应对企业大规模贷款带来的流动性稀缺问题，美国金融机构在过去的两周内出售了近 500 亿美元的债

券，以充实自己的金库。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Co）前企业融资咨询联席主管马克·曾纳（Marc Zenner）说：“企

业银行家不希望每个人都在同一时间在家里洗热水澡。他们希望把资金用在最有益的地方。”（万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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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彭博社报道，英镑的剧烈波动给已经在英国经济史无前例的封锁中苦苦挣扎的企业，带来了更大的困扰。英镑兑美

元本月稍早一度跌至数十年未见的低点，而此后一周则大举反弹，录得 2009 年以来最佳的单周表现。这种汇率波动的

不可预测性，令原本对英国退欧后将迎来稳定年景的预期荡然无存，也使得对冲汇率风险成为企业面临的一项代价高

昂的挑战。“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需要货币稳定来管理现金流和财务，”西联汇款（Western Union）的英国货币

策略师乔治·维西（George Vessey）说。“随着新冠疫情下金融市场的崩溃和英镑的大幅贬值，这使得那些需要明确

长期趋势但不断面临汇率剧烈波动的公司难以进行前瞻性规划。”今年年初，当约翰逊（Boris Johnson）在大选中大获

全胜之后，多数投行均看好英镑。当时彭博社调查的预测中值显示，到 2020 年底，英镑兑美元汇率有望升至 1.35 美元。

然而，随着新冠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逐渐凸显，英镑兑美元本月一度跌破 1.15 美元，创下 1985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这彻底改变了人们对英镑的前景预测。上周五惠誉下调英国主权信用评级，则令英镑前景进一步蒙上了阴影。英镑隔

夜一度下跌超过 1%，创下近一周来最大跌幅，本月或将连续第三个月下跌。激光设备供应商 Scitec Instruments Ltd.的主

管史密斯（John Smith）目前正鼓励客户用欧元或美元支付。然后他可以用这些钱来支付供应商，避免兑换成英镑。不

过，该公司不可能完全避免外汇交易，因此把握市场时机至关重要。上周四英镑小幅走强时，史密斯曾抓住机会将一

些美元换回英镑。那些希望通过对冲风险来避免汇率波动的英国企业，现在都面临着过高的成本。衡量未来 12 个月英

镑兑欧元和美元波动性的指标触及金融危机以来最高，令押注英镑走势的期权价格更加昂贵。为企业客户提供外汇支

付服务的 currency Direct Ltd 的交易员 Phil McHugh 表示，“年初时，保守派在大选中占据多数，英国退欧的波动性降低，

硬退欧新闻减少，都降低了企业对冲的紧迫性。而如今，随着英镑汇率快速波动，飙升的波动性正使任何新的对冲变

得更加难以计划和实施。”尽管英国政府承诺向企业提供紧急贷款，但迄今为止，获得这些贷款仍很困难，许多人担

心这不足以避免一波破产潮。英镑走软对英国出口商来说可能是个好消息，因为这会让他们的产品在海外相对便宜。

但是对于进口商来说，糟糕的汇率无疑是噩耗，尤其是当英国客户被告知要呆在家里的时候。McHugh 指出，“英镑贬

值，加上消费者需求放缓，这对企业来说是双重打击，尤其是进口商。这场危机爆发得非常迅速。消费者需求正在逐

渐停止，这一事实使得企业很难向前看，并准确地确定他们未来的需求到底是什么。”不仅仅是那些金融操作不那么

复杂的小公司，面临着严重的汇率波动风险。一些上市公司也因为没有对冲，导致它们的业绩根据转换时的汇率出现

大幅波动。富时 250 指数成分股公司 Hays Plc 尤其容易受到英镑兑欧元汇率波动的影响。Hays 发言人称，汇率每变动

一欧分，Hays 的营业利润就会受到 120 万英镑（140 万美元）的影响。不管怎样，对那些负责管理来年财务的人来说，

这都是一个雷区。随着英镑兑美元存在进一步跌向平价的风险，那些依赖强势英镑的人面临的问题是，一旦疫情威胁

消散，是现在对冲风险，还是指望回到早先的水平。西联汇款的 Vessey 认为，英镑近期的反弹可能只是暂时的。他说，

“英镑的大幅贬值显示，与其他避险货币和流动性更强的货币相比，英镑的吸引力是多么的低。试想一下，在这种环

境下，必须对货币支付做出判断的中小企业企业主或公司财务总监会感觉如何？”（环球外汇网）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致使劳动力短缺和供应链中断，可能影响一些国家和地区粮食安

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在官方网站说：“除非我们快速采取行动，保护最脆弱环节，保证全球粮食供应链通畅，

缓解疫情蔓延对整个粮食体系的影响，否则我们面临粮食危机迫近的风险。”联合国粮农组织预计，糟糕情况预计将

在 4 月和 5 月出现。这家机构说，已经发现粮食在多方面遭遇多重挑战，例如粮食运输和家畜养殖等。但截至当前，

食品供应依然充足，粮食产业所受冲击颇小。不过，高附加值农产品涨价的几率更大，例如肉类等易腐烂食品；主要

粮食现在供应充足。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25 日报道，在截至 3 月 14 日的一周内，美国鸡蛋销量同比激增 44%；自 3

月初以来，鸡蛋批发价格上涨 180%。美国沃尔玛公司等大型连锁零售商近期开始限购鸡蛋等遭恐慌性购买的商品。美

国惠誉咨询公司认为，鉴于关键产区气候条件良好，2020 年至 2021 年庄稼收成前景乐观，粮食相对充足。惠誉咨询公

司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说，在发达市场，谷物种植通常在人口密度低的大型农场，比较不易受疫情影响。但劳动密集型

行业，例如棕榈油等种植业和鲜肉处理等加工业的人员感染风险较高，因而需要临时封闭措施。马来西亚最大棕榈油

产地沙巴已命令关停 3 个区域的棕榈园，原因是一些员工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惠誉咨询公司担心，尽管某些种类的

粮食供应充足，但可能出现过度囤积或限制交易现象，从而抬升粮食危机风险。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越

南已经限制大米出口，俄罗斯也停止成品粮出口，哈萨克斯坦则暂停小麦粉、荞麦、糖、葵花油和某些蔬菜出口。（新

华网） 

 

 

 

 



 

2020 年 4 月 1 日 港股通每日报告 10 

世界经济已经迈入全面衰退期。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Moody's）近期发布 2020-21 年全球宏观展望，其研究结果显

示，新冠肺炎疫情将对全球经济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穆迪已经下调了 2020 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展望报告显示，

G20 经济体今年上半年将经历前所未有的冲击，并将在 2020 年整体收缩，然后在 2021 年重拾增长势头。穆迪已经下调

了 2020 年经济增长预测，目前预计，2020 年 G20 经济体的实际 GDP 将萎缩 0.5%，然后在 2021 年回升至 3.2%的增速。

去年 11 月疫情出现之前，穆迪预计 2020 年 G20 经济体将增长 2.6%。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经济代价加大，应对经

济下滑的政策反应也越来越明确。各国财政和货币当局正日益加大对各自经济的支持力度，避免对家庭和企业造成永

久性损害。在全球范围内，各国政府正采取收入保障、监管宽容等重要政策措施，努力降低同时违约削弱金融稳定的

风险。穆迪预计，随着经济冲击的深度和持续时间变得更明确，政策措施将继续增加和深化。尽管如此，经济增长所

面临的下行风险仍然较大。总体而言，目前难以准确估计此次危机的经济损失。其中尚有很多未知数，比如完全控制

病毒需要多长时间，进而导致经济活动还要中断多长时间。 由于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存在一系列可能发生的结

果。穆迪预测，消费持续下降及企业长时间停止运作将影响利润、导致裁员并打击市场情绪。这些情况持续的时间越

长，就越有可能会引发自主衰退模式，并暴露出实体经济和金融部门现有的脆弱性。随着安全社交距离规定、停工停

产以及旅游限制令的执行，穆迪预计几乎所有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活动都将急剧收缩。2020 年上半年，发达经济体的商

业活动可能会严重下降，预计 2020 年前两个季度将出现经济萎缩，德国（Aaa/稳定）预计萎缩 5.4%，意大利（Baa3/

稳定） -4.5%，美国（Aaa/稳定） -4.3%，英国（Aa2/负面） -3.9%，法国（Aa2/稳定） -3.5%。尽管支持性的财政和货币

政策措施可能会在后两个季度和 2021 年以高于趋势的增长帮助拉动经济复苏，但第二季度的产出损失不太可能被弥

补。穆迪目前预测 2020 年中国实际 GDP 增速为 3.3%，2021 年增速为 6.0%。但消费需求改善缓慢将减缓中国（A1/稳定）

下半年经济复苏的步伐。以刺激家庭支出增长为重点的财政宽松政策可能有助于提振下半年的国内需求，但投资增长，

尤其是私营部门的投资增长将保持疲软。尽管迄今为止，财政刺激比较温和，重点为支持疫情防控，以及税费和用人

单位费用的减免，穆迪认为，两会过后，中国可能会进一步采取重大财政宽松措施。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方面，第二季

度 GDP 大幅下滑在所难免，特别是在已经实行了严格防疫措施的地区。但新兴市场的复苏可能会比发达经济体的复苏

要弱。许多主要新兴市场国家普遍缺乏社会安全保障，为企业和家庭提供足够支持的能力较弱，以及这些国家固有的

弱点将加剧相关冲击的影响。穆迪预计土耳其 （B1/负面） 经济受冲击最为严重，第二和第三季度预计经济将萎缩 7.0%

左右。这种冲击可能会在夏季结束之前给土耳其的旅游相关行业造成巨大损失。（国际金融报） 

二十国集团（G20）贸易和投资部长 30 日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应避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对国际贸易造成不必要的障碍。

当天，G20 轮值主席国沙特阿拉伯以视频方式主持召开 G20 贸易和投资部长特别会议，围绕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影响

及 G20 应对行动展开讨论。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说，贸易部长和投资部长们一致认为，针对疫情采取的紧急措施应具

有针对性、适当性、透明度和临时性，避免相关政策对国际贸易造成不必要的障碍或对全球供应链产生破坏性影响。

声明说，G20 正在积极努力，确保关键医疗用品和设备、农产品以及其他基本物资和服务的跨境流动。声明表示，G20

将立即采取必要措施为相关货物和服务贸易提供便利，并根据不同国情，通过激励措施以及定向投资鼓励提高产量，

同时防止出现牟取暴利和哄抬物价行为。声明还说，G20 对部分行业工人和企业面临的严峻挑战表示关切，并将采取

集体应对措施支持相关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及其员工。与会部长们承诺，G20 将继续共同努力，推动实现自由、

公平、非歧视、透明、可预测和稳定的贸易与投资环境，并保持市场开放。（新华社） 

在过去五年间，国际金价长期处于 1000 美元-1400 美元的相对低位，在此期间，俄罗斯成为了市场上抄底黄金的主力

军——该国央行过去五年花了超过 400 亿美元来充实金库。而如今，随着油价重返 1700 美元附近的高位，俄罗斯方面

毅然收手，决定结束“抄底”了！俄罗斯中央银行周一宣布，将从 4 月 1 日开始停止购买黄金，但没有解释此举缘由。

分析师说，俄罗斯黄金储备已经很多，可能不需要更多。另外，鉴于金价接近七年高位、国际投资者渴求避险资产，

俄罗斯交易商可能希望出售。最近几周，由于冠状病毒在金融市场引发恐慌，黄金已成为非常时髦的投资，但一些交

易商在采购金条方面遇到了困难。近年来俄罗斯大量购买黄金，一直是支撑市场的主要支柱，在投资者抛弃避险资产、

转投高风险高收益率资产的时候支撑了金价。俄罗斯央行持有的黄金储备价值约 1200 亿美元。黄金约占俄罗斯国际储

备的 20%，不仅处于历史较高水平，也高于其他中央银行。“俄罗斯官方储备在下降，央行可能不希望增加其中的黄

金占有率，”北欧联合银行分析师 Tatiana Evdokimova 表示。“央行正在向黄金卖方发出信号，他们应将供应重新定向

外部，”ING 首席俄罗斯经济学家 Dmitry Dolgin 表示。“全球需求似乎很高。”而对于贵金属市场而言，来自俄罗斯的

更多黄金或许可以缓解市场紧张。莫斯科 Lanta Bank 贵金属部门副主管 Eduard Rybkin 说，供应商可能会选择包机方式向

主要买家供货。他说，伦敦等传统买家的需求很大，印度、土耳其和新加坡等地也有需求。全球对冠状病毒疫情的恐

慌和中央银行的大量刺激措施激发了对黄金的需求。但是，即使在世界各地的保险库中存放著成千上万吨金条，也很

难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买得到。黄金通常用普通商业航班运送，而疫情期间无数航班被取消。（环球外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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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联社（AP News）报道，日本官员过去几个月一直在淡化新冠病毒疫情爆发的影响，但在 3 月 23 日东京奥运会被

推迟之后，东京的新冠感染病例就出现激增，甚至引发了对于日本政府可能令东京封城的担忧，这是一个巧合吗？一

些前政府官员表示，在奥运会推迟之前，新冠感染病例的数字很低，但目前却呈指数级增长，他们对此表示惊讶，一

些人认为，为了让奥运会能够继续举办，政府对疫情的真实信息进行了掩盖。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推特上说：“为

了给人留下日本能够控制冠状病毒疫情的印象，东京没有进行严格的检查，让病人的实际数量看起来很少。”“但就

在他们等待的时候，冠状病毒已经扩散了。对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来说，最重要的是奥运会，而不是东京居民的生

命健康。”几周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日本政府“将努力控制病毒的蔓延，顺利举办奥运会”。但他对疫情的

态度在上周末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他说：“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勉强维持。目前还没有必要宣布紧急状态，

但日本随时都可能面临与美国或欧洲一样糟糕的局面。”安倍晋三还承诺将提出一套前所未见的措施，随着感染人数

增加，他称已经接近需要宣告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专家发现，在东京、大阪和其他城市地区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难以追

踪的病例，这是感染人数激增的迹象。小池百合子说，东京的感染人数正处于爆炸性增长的边缘，如果病毒的传播速

度没有放缓，可能需要采取包括封城在内的更强有力的措施。“这只是巧合吗？”来自日本反对党立宪民主党的议员

田岛舞子在上周三的一次议会会议上表示。日本厚生省官员加藤胜信表示，奥运会推迟与确诊病例数量“绝对没有关

系”。安倍援引专家的话说，最近病例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无法追踪的病例越来越多，以及来自国外的感染病例激

增。首相告诉人们要“做好长期战斗的准备”。日本为检测的资格设定了很高的标准，只允许那些与病例有关联或有

症状的人进行检测，因为他们担心大规模的检测会导致医疗系统崩溃。从 2 月 18 日到 3 月 27 日，日本对大约 5 万人进

行了测试，平均每天 1270 人。在过去的一周中，检查的次数只略有增加。日本厚生省的数据显示，在东京，通过政府

热线寻求建议的人中，只有不到 2%的人接受了检测。相比之下，韩国在 3 月中旬对约 25 万人进行了测试。安倍否认

了有关日本通过限制检测、或将新冠病毒病例与其他肺炎死亡病例合并在一起来操纵数据的指控。“我知道有些人怀

疑日本在隐瞒数据，但我认为那不是真的。”“如果掩盖真相，就会在死亡人数上体现出来。”日本政府的一位发言

人周二称，为了预防新冠病毒感染，日本首相和副首相将避免参加同一场会议。“首相安倍（晋三）今早告诉内阁成

员，副首相麻生太郎将不会参加他参加的会议，”日本内阁官员 Akihiro Nishimura 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如果安倍无法任

事，麻生将是接替日本首相的首要人选。明年 7 月 23 日开幕。2020 东京奥运组织委员会主席森喜朗周一表示，赛事将

从明年 7 月 23 日进行至 8 月 8 日，因新冠疫情使奥运会无法在今年按照计划进行与准备。东京奥运会上周决定推迟举

行，创下现代奥运会 124 年历史上首例。这给日本带来一大打击，该国已投资 130 亿美元、并从国内赞助商筹集 30 亿

美元来准备这场盛会。森喜朗与国际奥组委共同做出决定后，确认了这个新日期。森喜朗说，残奥会举办日期将是 8

月 24 日至 9 月 5 日。周一稍早，东京奥组委首席执行官武藤敏郎说，组委会大方向是将让已售出的 2020 奥运观赛门票

仍可在明年赛事中使用，如果赛事日期变动则提供退款。武藤敏郎说，现在要厘清推迟奥运会带来的额外成本有多少

还为时过早。（环球外汇网） 

卫生事件引发了市场对铜需求的担忧，同时也迫使很多矿商减停产。据悉，2020 年第一季度，全球铜矿商恐创下 2008

年以来最糟糕的季度表现。不过，机构暗示，铜价下跌可能为投资者提供购买机会，瑞银甚至已经建议投资者购买美

洲铜生产商的股票。如下图所示，BI 全球铜行业竞争指数（Global Copper Competitive Peers index）在本季度已经下滑了

36%，下滑靠前的主要是 Teck Resources Ltd., Hudbay Minerals Inc.和  Freeport-McMoRan Inc.，这三家矿企的全球铜行业竞争

指数下滑超过 50%。德国商业银行的分析师 Daniel Briesemann 称，矿商从两方面受到打击。一方面，他们的运营以及供

应链受到了史无前例的干扰；另一方面，也有可能遭受来自全球经济衰退的打击。截至目前，已经有一些位于秘鲁和

智利的顶级铜矿商受卫生事件影响，被迫暂停运营。此外，市场分析师 Andrew Cosgrove 表示，全球至少 17%的铜供应

面临关停的风险。卡特彼勒公司（CAT.US）提供了更多证据，显示全球工业活动正在崩溃。就在上周，这家美国制造

业巨头表示，将暂停部分业务，努力改善 2020 年财务前景。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周一表示，随着铜价跌破 5000 美元，

全球重要铜银生产商之一的国营波兰铜业集团（KGHM）目前在盈亏平衡点之下运营。莫拉维茨基对议会上议院称：

“公司盈亏平衡点在每吨 5100-5200 美元。” KGHM 的一位发言人称，目前公司没有立场改变其 2020 年预算假设，因

其必须评估远期铜价以及美元汇率等其他一些因素。2019 年该公司铜当量产量为 55.7 万吨。然而，铜价下跌可能为投

资者提供购买机会。瑞银建议投资者购买美洲铜生产商的股票，因为该公司暗示，铜价似乎有点超卖。据悉，分析师

豪布罗肯（Andreas Housebroken）建议购买 Freeport（FCX.US），Southern Copper Corp.（SCCO.US） 以及 Grupo Mexico 的

股票。事实上，因为卫生事件冲击，除了铜以外的其他大宗商品，此前一段的日子其实也不好过。因 OPEC 和俄罗斯

会议未达成一致意见，加上卫生事件对全球消费造成重大打击，油价已经出现暴跌。3 月 20 日（周一），因美国延长

限制措施时间，且特朗普表示可能会扩大旅游禁令的范围，加剧了市场对于经济衰退的忧虑情绪，这使得美原油周一

跌破 20 美元关口。同时沙特表示可能会在 5 月将出口提高至 1060 万桶/日，加剧了油市供应过剩的压力。不过周二美

原油一度涨逾 8%，因中国 PMI 数据大幅好于预期叠加亚洲股市回升，此外美俄同意讨论油市暴跌也部分缓解了市场的

担忧情绪。由于铜和原油均是反映经济周期的最佳商品，油市的走向也一定程度上反映铜所面临的困境。从日线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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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经历 3 月初的暴跌后，伦敦金属交易所（LME）期铜上周呈低位震荡走势，3 月 30 日收跌 1.21%，报 4756.50 美元/

吨，进入 3 月 31 日后，目前反弹 1.94%至 4850 美元左右。投资者未来需关注卫生事件进展以及全球经济复苏情况，若

有利好有望提振铜价反弹。（汇通网） 

世界银行（下称“世行”）在 2020 年 4 月期“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经济半年报”（下称“半年报”）中预计，2020 年基

线情景下东亚发展中国家增速将从此前预估的 5.8%放慢至 2.1%，在悲观情景下降至-0.5%。世行表示，遏制疫情蔓延能

让东亚地区实现持续复苏，但金融市场压力对经济增长前景构成的风险将会居高不下。世行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副行长

维多利亚·克瓦表示：“东亚太平洋地区各国已在疲于应对国际贸易紧张和新冠疫情蔓延的影响，现在又面临全球性

冲击。好消息是这个地区拥有可供利用的实力，但各国必须快速行动起来。” 大幅下调 2020 年增长预测。世行这份

新半年报显示，在新冠疫情扩散和金融动荡加剧的情况下，大幅下调 2020 年增长预测。世行解释道，之所以提出“基

线情景和悲观情景假设”两种情况，是因为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做出精准的增长预测异常困难。除前述数据外，世

行还预测，在不包括中国的情况下，预计 2020 年在基线情景下东亚地区增速将从 2019 年的 4.7%放慢至 1.3%，在悲观

情景下降至-2.9%，预计随着病毒影响消散，2021 年增速将逐渐回升。世行强调，“与受疫情影响的经济行业息息相关

的居民，所面临的陷入贫困的风险显著上升，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据悉，这些行业包括泰国的旅游业和零售业、

越南的制造业和纺织业等。同时，所有国家的非正规工人可能受影响尤其明显，而且最难以帮助。半年报显示，整个

地区的金融系统仍很容易受到外来冲击的影响，尤其是私人债务水平较高的国家。同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

律宾和泰国的债务增长率远超世界其他经济体，因而在全球债务总额中的占比从 2005 年的 3.4%上升到 2019 年的 18%。

除疫情扩散影响之外，也存在其他特定因素，比如干旱（泰国）和大宗商品冲击（马来西亚和蒙古），这些特定因素

对该地区不少国家经济发展构成压力。比如，在太平洋群岛国家，由于其经济依靠赠款和旅游业，2020 年的经济前景

面临很大风险。半年报表示，如新冠肺炎大流行继续恶化，旅行限制更加严厉或持续时间更长，将会对旅游业产生进

一步的负面影响。贸易政策必须开放。世行强调，随着新冠大流行波及全球主要经济体，已在奋力应对国际贸易紧张

局势与新冠疫情的东亚与太平洋地区（EAP）发展中经济体，现在又面临全球性冲击。东亚各国必须采取快速、合作

和大规模的行动。该半年报给各国提出了六点主要政策建议。第一，调整医疗卫生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世行表示，

为了防止感染扩散，多国政府采取了控制传播的措施，比如封城、旅行限制等，以期“拉平大流行曲线”。与此同时，

为了缓解由此产生的不利经济影响，政府采取了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措施，以期“拉平衰退曲线”。此外，前期医疗

卫生投资能够在流行病出现时帮助减少采取成本高昂的预防措施的必要性。例如，新加坡、韩国等国就得益于高水平

的检测、追踪和隔离。第二，亟需提升医疗服务能力，以满足可能将持续一段时间的巨大需求。除了扩大常规医疗设

施和医疗设备生产厂外，有可能还需要创新措施，比如把普通医院病床改作重症监护病床，快速培训人员参与基本医

疗工作，确保贫困人口获得适当救治可能需要提供免费或补贴费用的检测和治疗。第三，调整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应对

新冠肺炎危机。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在工人被迫居家期间对于扩大生产和就业起不了多大作用。相反，财政措施应

支持公共卫生应对，提供社会保护以缓解冲击，尤其是针对最脆弱的群体。扩大社会安全网可以给收入受到疫情负面

影响的家庭提供临时救助。同样，注入流动性可以帮助企业维持经营，保持与全球价值链的有益联系。第四，在金融

行业，放宽居民信贷限制以减轻困难并平滑消费，以及缓解企业流动性压力，帮助企业安全度过目前的生产中断。与

此同时，监管机构必须确保风险信息披露，并明确传达监管期望，以避免金融不稳定，尤其是在私人债务水平较高的

经济体。对于较贫困国家，债务减免将是必要的，以便集中关键资源用于管理疫情对经济和健康的影响。第五，贸易

政策必须保持开放。为了保障国内消费者必要的物质供应，一些国家对医疗产品实行了出口限制。经济学和最近的经

验表明，这些措施最终会伤害所有国家，特别是较脆弱的国家。第六，在所有这些领域促进国际合作，开展公共与私

营部门合作，尤其是确保关键医疗物资供应。所有国家都必须认识到，除了大胆的国家行动以外，深化国际合作是防

御病毒威胁最有效的手段。（第一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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