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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通每日报告（零售） 

■市场策略 

周三（4 月 1 日），恒生指数开盘跌 1.01%，午后受外围股指期货暴跌影响，

一度跌超 650 点。截至收盘，恒生指数跌 517.69 点或 2.19%，报 23085.79 点，

全日成交额达 1312.3 亿。国企指数跌 1.98%，报 9404.98 点，红筹指数跌 2.15%，

报 3514.79 点。资金流向方面，沪港通南向资金剩余 391.36 亿元，流入 28.64

亿元。深港通南向资金剩余 408.34 亿元，流入 11.66 亿元。蓝筹股方面，中

信股份(00267)遭花旗下调目标价 12%至 8.4 港元，维持“中性”评级。截至

收盘，中信股份跌 5.43%，报 7.67 港元，全天成交额 1.68 亿，拖累恒指 9 点。

其他重磅蓝筹，中国旺旺(00151)跌 5.34%，报 5.32 港元，拖累恒指 5 点；九

龙仓置业(01997)跌 4.55%，报 30.45 港元，拖累恒指 5 点；恒生银行(00011)跌

3.92%，报 127.3 港元，拖累恒指 13 点；中国神华(01088)跌 3.66%，报 14.22 港

元，拖累恒指 5 点。热门板块方面，汇丰控股(00005)、渣打银行(02888)等于

周二晚间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将取消去年分红，并暂停今年的股息支付，也

不会进行任何股票回购。美银美林表示，下调汇控目标价至 44.7 港元，评级

“中性”。高盛将渣打目标价由 74 港元降至 66 港元，维持买入评级；该行

亦下调汇控目标价至 62 港元，评级“买入”。截至收盘，汇控跌 9.51%，报

39.95 港元；渣打跌 7.64%，报 39.9 港元。热门股方面，康希诺生物-B(06185)

盘中高见 133 港元，刷新上市新高。截至收盘，康希诺生物涨 4.88%，报 131.1

港元。综合来看，恒指再度走弱，早盘低开之后小幅反弹，午后快速走低，

尾市横向整理。外围市场方面，美国第四轮刺激法案或包括逾 7600 亿美元

基建预算；美联储暂时放松华尔街银行杠杆率规定；美制造业新订单和就业

指数创 11 年来最低；法国和西班牙新增新冠死亡人数创新高；俄罗斯总统

普京称正与美国和 OPEC 伙伴讨论油价暴跌问题；欧盟将宣布一项 1000 亿欧

元的贷款计划，以减轻因德国拒绝支持分担债务而引起的矛盾。我们认为，

美国疫情情况不容乐观，失业率将激增，全球经济将因封锁措施导致受损程

度达到顶点。由于经济前景不明朗，恐慌情绪会在四月份再度出现。沙特不

断增产原油，使得供给激增但需求疲软，油价继续下挫，加剧了金融市场的

动荡，令全球经济雪上加霜。国内定向降准和地方政府专项债的提前下达，

对 A 股市场形成支撑。但随着海外疫情继续恶化，市场避险情绪升温，将对

恒指形成较大压力。建议投资者谨慎持仓。 

周三（4 月 1 日），美国三大股指跌幅均超 4.4%，道指跌 4.44%报 20943.51

点，标普 500 跌 4.41%报 2470.5 点，纳指跌 4.41%报 736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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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43.51 (973.65) (4.44)

标准普尔500指数 2470.50 (114.09) (4.41)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7360.58 (339.52) (4.41)

伦敦富时100指数 5454.57 (217.39) (3.83)

沪深300指数 3675.08 (11.08) (0.30)

恒生指数 23085.79 (517.69) (2.19)

恒生国企指数 9404.98 (189.79) (1.98)

恒生指数期货 22930.00 (790.00) (3.33)

恒指指数期货持仓量 105324.00 3044.00 -

纽约黄金（美元/盎司） 1,590.00 6.60 0.42

纽约白银（美元/盎司） 13.92 (0.18) (1.26)

纽约期铜（美元/磅） 2.17 (0.06) (2.67)

纽约原油期货（美元/桶） 21.20 0.72 3.52

上海期铜（人民币元/吨) 38980.00 (320.00) (0.81)

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 624.00 (53.00) (7.28)

美国公布截至3月27日当周EIA精炼油库存变动（万桶）

美国公布3月ISM制造业PMI

美国公布3月ADP就业人数（万）

欧元区公布3月Markit制造业PMI终值

欧元区公布2月失业率（%）

布伦特原油5月期货合约受移仓换月影响，4月1日凌晨06:00完成最后交易，部分交易平台布油合约到期时间通

常较官方提前一天，请多加留意，控制风险。

澳洲联储公布3月18日计划外货币政策会议纪要。

由于欧佩克和非欧佩克产油国未能达成共识，从4月1日开始，这些国家将不再受到生产上限或减产的约束。

重要经济数据

海外重要事件



 

2020 年 4 月 2 日 港股通每日报告（零售） 2 

市场概况及策略 

周三（4 月 1 日），恒生指数开盘跌 1.01%，午后受外围股指期货暴跌影响，一度跌超 650 点。截至收盘，恒生指数跌

517.69 点或 2.19%，报 23085.79 点，全日成交额达 1312.3 亿。国企指数跌 1.98%，报 9404.98 点，红筹指数跌 2.15%，报

3514.79 点。资金流向方面，沪港通南向资金剩余 391.36 亿元，流入 28.64 亿元。深港通南向资金剩余 408.34 亿元，流

入 11.66 亿元。蓝筹股方面，中信股份(00267)遭花旗下调目标价 12%至 8.4 港元，维持“中性”评级。截至收盘，中信

股份跌 5.43%，报 7.67 港元，全天成交额 1.68 亿，拖累恒指 9 点。其他重磅蓝筹，中国旺旺(00151)跌 5.34%，报 5.32 港

元，拖累恒指 5 点；九龙仓置业(01997)跌 4.55%，报 30.45 港元，拖累恒指 5 点；恒生银行(00011)跌 3.92%，报 127.3 港

元，拖累恒指 13 点；中国神华(01088)跌 3.66%，报 14.22 港元，拖累恒指 5 点。热门板块方面，应英国央行旗下审慎管

理局要求，汇丰控股(00005)、渣打银行(02888)、劳埃德银行、巴克莱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和桑坦德银行于周二晚间

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将取消去年分红，并暂停今年的股息支付，也不会进行任何股票回购。截至收盘，汇控跌 9.51%，

报 39.95 港元；渣打跌 7.64%，报 39.9 港元。澳门官方公布，澳门 1-3 月份幸运博彩毛收入 304.86 亿澳门元，同比下降

60%；澳门 3 月份幸运博彩毛收入 52.57 亿澳门元，同比下降 79.7%。澳门特区政府表示，预计今年博彩业总收入将下

降 56%至 1300 亿澳门元。博彩股全线走弱，截至收盘，金沙中国(01928)跌 2.82%，报 27.6 港元；银河娱乐(00027)跌 2.06%，

报 40.5 港元；美高梅中国(02282)跌 1.39%，报 7.82 港元。近期多家汽车股发布年度财报。广汽集团(02238)全年实现销售

收入 597.04 亿元人民币，同比减少 17.5%；公司所有者应占年度利润 66.16 亿元，同比减少 39.3%；东风集团股份(00489)

年内收入为 1010.87 亿元人民币，同比减少 3.3%；归属母公司权益持有人溢利为 128.58 亿元，同比减少 0.93%。东风汽

车集团全年销售汽车约 293.20 万辆，同比下降约 3.9%。今日汽车股全线下跌，截至收盘，广汽集团跌 10.53%，报 6.97

港元；东风集团跌 7.05%，报 4.75 港元；长城汽车(02333)跌 5.03%，报 4.72 港元；华晨中国(01114)跌 4.55%，报 6.09 港元。

热门股方面，康希诺生物-B(06185)盘中高见 133 港元，刷新上市新高。截至收盘，康希诺生物涨 4.88%，报 131.1 港元。

瑞信发表研报表示，将微创医疗(00853)2020 及 21 年盈利预测分别降 0.3%及 4.2%，以反映对市场需求造成的影响，目

标价由 11.07 港元升至 18.5 港元，认为其心脉及心瓣设备长远增长可见性提升，评级由“跑赢大市”降至“中性”，

认为近期股价向上已反映相关分部的增长潜力。截至收盘，跌 14.48%，报 15 港元。非凡中国(08032)发布公告，拟以配

售价每股销售股份 21.52 港元配售 7000 万股李宁(02331)股份 ，较 2020 年 3 月 31 日收市价 22.65 港元折让约 4.99%，所得

款项净额将约为 14.897 亿港元。李宁市前现多宗大手成交，涉及 7000 万股，或为该配售上板。截至收盘，李宁跌 4.86%，

报 21.55 港元，成交额 23.9 亿港元。华能国际电力股份(00902)披露年报，归属于公司权益持有者的净利同比增 4.34%至

7.66 亿元。公司发布公告，计提减值准备事项合计减少公司 2019 年中国准则合并口径利润总额约人民币 58.86 亿元，

减少公司 2019 年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合并口径利润总额约人民币 62.81 亿元。截至收盘，跌 10.31%，报 2.61 港元。综合

来看，恒指再度走弱，早盘低开之后小幅反弹，午后快速走低，尾市横向整理。外围市场方面，美国第四轮刺激法案

或包括逾 7600 亿美元基建预算；美联储暂时放松华尔街银行杠杆率规定；美制造业新订单和就业指数创 11 年来最低；

法国和西班牙新增新冠死亡人数创新高；俄罗斯总统普京称正与美国和 OPEC 伙伴讨论油价暴跌问题；欧盟将宣布一

项 1000 亿欧元的贷款计划，以减轻因德国拒绝支持分担债务而引起的矛盾。我们认为，美国疫情情况不容乐观，失业

率将激增，全球经济将因封锁措施导致受损程度达到顶点。由于经济前景不明朗，恐慌情绪会在四月份再度出现。沙

特不断增产原油，使得供给激增但需求疲软，油价继续下挫，加剧了金融市场的动荡，令全球经济雪上加霜。国内定

向降准和地方政府专项债的提前下达，对 A 股市场形成支撑。但随着海外疫情继续恶化，市场避险情绪升温，将对恒

指形成较大压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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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证券 

 

海外股市回顾 

周三（4 月 1 日），美国三大股指跌幅均超 4.4%，道指跌 4.44%报 20943.51 点，标普 500 跌 4.41%报 2470.5 点，纳指跌

4.41%报 7360.58 点。 

周三（4 月 1 日），欧股全线走低，德国 DAX 指数跌 3.94%报 9544.75 点，法国 CAC40 指数跌 4.3%报 4207.24 点，英国富

时 100 指数跌 3.83%报 5454.57 点。 

周三（4 月 1 日），亚太股市收盘涨跌互现，韩国综合指数跌 3.94%，报 1685.46 点；日经 225 指数收盘跌 4.5%，报 18065.41

点；澳大利亚 ASX200 指数收盘上涨 3.58%，报 5258.60 点；新西兰 NZX50 指数涨 1.32%，报 9926.08 点。 

 

期货市场回顾 

周三（4 月 1 日），NYMEX 原油期货收涨 3.52%报 21.2 美元/桶。国际油价收复盘中跌幅。因有报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

将与美国最大的一些石油公司高管会谈，讨论帮助原油行业应对油价暴跌的措施。布油收跌 2.85%，报 25.6 美元/桶。 

周三（4 月 1 日），COMEX 黄金期货收涨 0.43%报 1603.4 美元/盎司，COMEX 白银期货收跌 0.71%报 14.055 美元/盎司。 

周三（4 月 1 日），伦敦基本金属全线走低，LME 期铜跌 2.96%报 4804.5 美元/吨，LME 期锌跌 2.47%报 1858.5 美元/吨，

LME 期镍跌 1.95%报 11260 美元/吨，LME 期铝跌 2.03%报 1495 美元/吨，LME 期锡跌 1.25%报 14420 美元/吨，LME 期铅跌

2.41%报 16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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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16  亿元（人民币） 799.95  亿元（人民币） 

当日使用额度占比%  1.89   4.77  

卖出成交额 125.33  亿元（人民币） 101.97  亿元（港币） 

买入成交额 129.46  亿元（人民币） 131.90  亿元（港币） 

成交金额 254.79  亿元（人民币） 233.86  亿元（港币）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今日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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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日前瞻

业绩公布 无

派息备忘 （00029）达力集团、（01349）复旦张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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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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玛眼科(03309.HK)公布最新业绩，2019 年，公司实现总收益为 5.76 亿港元，同比增长 34.2%。公司利润同比减少

8.1%至 3900 万港元，主要由于昆明及上海的新眼科医院以及深圳宝安的卫星诊所产生亏损所致。 

2、康臣药业(01681.HK)发布公告，2020 年 4 月 1 日，公司按每股 3.50-3.56 港元，耗资 258.56 万港元回购 72.8 万股。 

3、绿叶制药(02186.HK)公布，2020 年 4 月 1 日，公司按每股 3.67-3.72 港元，耗资 1111.4 万港元回购 300 万股。 

4、协合新能源(00182.HK)公布，于 2020 年 4 月 1 日，该公司以每股 0.285-0.295 港元回购 560 万股，斥资约 162.46 万港元。 

5、新世界发展(00017.HK)公布，2020 年 4 月 1 日，公司按每股 8.26-8.45 港元，耗资 5859 万港元回购 700 万股。 

6、互太纺织(01382.HK)公布，2020 年 4 月 1 日，公司按每股 3.70 港元，耗资 370 万港元回购 100 万股。 

7、富力地产(02777.HK)发布公告，集团于 2020 年 3 月的月内权益合约销售总金额约为人民币 80.2 亿元，销售面积达约

65.87 万平方米。与上月相比，销售收入和销售面积分别上升 221%和 217%。累计至 2020 年 3 月底，总权益合约销售金

额约人民币 167.1 亿元，销售面积达约 140.13 万平方米。 

8、力高集團(01622.HK)发布公告，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至 3 个月，集团及合营公司实现合约销售为人民币 38.74 亿元，

建筑面积约 4870 万平方米。 

9、石四药集团(02005.HK)发布公告，2020 年 4 月 1 日，公司按每股 5.67-5.94 港元，耗资 581.1 万港元回购 100 万股。 

10、中国生物制药(01177.HK)公布，2020 年 4 月 1 日，公司按每股 10.22 港元-10.28 港元，耗资 588.6 万港元回购 57.4 万股。 

11、新鸿基公司(00086.HK)公布，2020 年 4 月 1 日，公司按每股 2.84-2.94 港元，耗资 125.24 万港元回购 43 万股。 

12、渣打集团(02888.HK)发布公告，该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斥资 977.17 万英镑回购 219.06 万股。 

13、映客(03700.HK)发布公告，2020 年 4 月 1 日，公司按每股 0.99-1.01 港元，耗资 61.3 万港元回 61.4 万股。 

14、亚洲联合基建控股(00711.HK)公布，2020 年 4 月 1 日，公司按每股 0.64 港元，耗资 65.66 万港元回购 102.6 万股。 

15、汇量科技(01860.HK)发布 2019 年业绩，公司实现收益 5 亿美元(单位下同)，同比增长 15.1%；股东应占利润 2206.9

万美元，同比增长 1.0%；经调整后 EBITDA 利润达 3.6 亿元人民币(5162 万美元)，实现 19.5%的大幅提升；基本每股收益

1.5 美分。 

（万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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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股市信息 

你抢我口罩、我扣你呼吸机！在新冠疫情肆虐的背景下，欧盟多国当前不仅“大难临头各自飞”，甚至大有对防疫物

资你争我夺的态势。而在经济刺激政策方面，同样矛盾重重，这令德国民意调查机构 sentix 周二发布的最新一期欧元

区分裂指数再度开始飙升……3 月的最新读数为 13.43%，为 2017 年 2 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一指数在 2012 年 7 月欧债

危机期间曾来到 73%的高位，而在去年 11 月，该指数则刚刚触及 5.21%的历史低位，距今不过四个月。最近几周新冠

疫情在欧洲迅速恶化，除了公共卫生问题外，还对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意大利和西班牙这两个南欧国家，受到的打

击尤其严重，那里的预算状况可能会急剧恶化，这将增加政府债券的供应。此前，在 2 月底上一期指数发布时，投资

者还未神经紧张，欧洲民众甚至未将疫情大流行视为对欧元区稳定的威胁。但是短短四个星期之后，一切便已天翻地

覆。欧元集团主席森特诺在最新致欧洲各国财长的信函中警告称，病毒大流行将带来与疫情“巨大冲击”相对应的预

算成本，欧元区摆脱新冠肺炎危机之后将不可避免地背负着高额债务，必须要谨防欧元区因此面临分裂威胁。欧元区

应对这种债务负担的方式将决定“复苏的形式和程度，并最终决定欧元区的凝聚力”。森特诺呼吁欧元区各国财长提

出解决沉重债务风险的建议，这暗示出，财长们可能在 4 月 7 日举行的紧急会议上讨论联合发行所谓的病毒债券等议

题。疫情下欧洲多国“以邻为壑”。在疫情期间，欧洲各国间扣押物资事件屡有发生。3 月中旬，意大利一家企业购

买了约 83 万个口罩，但因为德国此前发布的禁令，导致无法运回意大利。而随后，这批口罩下落不明。而吃了一次亏

的意大利此后也当起了“拦路虎”。意大利政府 24 日宣布扣押一批运往希腊的近 2000 套呼吸器具。法新社报道，这

批呼吸器具原定运往希腊，交付当地医院用于救治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患者。对此，欧洲媒体不无悲观地表示，“欧

盟已经完蛋了，反对欧盟的人暗笑，即使面对新冠病毒，成员国也未能团结一致。”法国总统马克龙据称向其他领袖

表明，疫情后引发的政治反应，可能会令欧盟走向终点。分析指出，新冠疫情无疑突显了欧盟由来已久的困境。首先，

具备中央权力的“布鲁塞尔”以及作出决策的国家政府或国会，关系一向紧张。以公共卫生为例，这是各国靠自己去

做的事情。可以看到，不同的欧盟国家采取抗疫的全国性措施不尽相同。第二点是经济政策上的分歧。每当德国、荷

兰等较富裕国家听到“债务共享”、“团结一致”这些字眼时，领袖们都会担心选民的看法，许多人会视为“北欧较

富有的欧盟国家，要为南欧贫困国家买单”。德荷两国不太喜欢欧洲债券这回事，就算命名成新冠债劵，也不见得会

令其回心转意。“重灾区”意大利恐已离心。目前，意大利的分裂指数上升至 11.3 点，为 2017 年 2 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同时也位居欧元区各成员国之首。面对严重的移民危机，新冠病毒引发的卫生危机，意大利寻求欧盟的帮助，希望其

他国家能够帮助分散一些移民，不过上周，他们得到的回复是：不！此外，意大利政府还向欧盟申请提供特殊经济援

助，不过一直都没有得到回复，气得意大利总理朱塞佩·孔特上周四拍着桌子说： “如果十天内欧盟再不回复，我们

就自己解决！”近日，意大利众议院副主席 Fabio Rampelli 在一段视频中，把欧盟的旗子换成了意大利国旗，表达了意

大利对欧盟某些成员国所做所为的不满（在意大利新冠肺炎期间），并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换旗视频。意大利可能会

因为在病毒大流行时期缺乏盟友支持而离开欧盟——意大利前副总理及意大利政党联盟“北方联盟”领导人马泰奥·萨

尔维尼（Matteo Salvini)发表了这样的声明。这位政治家，也是意大利著名的网络红人，批评布鲁塞尔在应对冠状病毒

大流行后迟迟不采取行动。“这不是联盟，这是蛇和豺狼的巢穴。首先我们打败了病毒，然后我们想到了欧洲。如果

有必要，我们会说再见，甚至不说声谢谢。“马泰奥·萨尔维尼气愤地说。意大利兄弟党领袖乔治·梅洛尼(Giorgia Meloni)

也表示，“文明的欧洲、团结的欧洲不复存在，我们看到的只有一个自私的欧洲。”（环球外汇网）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31 日在线发布《共担责任、全球声援：应对新冠病毒的社会经济影响》的报告，指出新冠肺炎

疫情是联合国成立以来面对的最大考验，呼吁国际社会应对疫情的规模至少应占全球生产总值的 10%。古特雷斯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新评估了 2020 年和 2021 年的经济增长前景，宣布全球已进入衰退期。全球主要经济体应团结协

作，采取果断、包容和创新的政策行动，对最脆弱群体和国家提供金融和技术支持。古特雷斯强调，首先要立即采取

协调一致的卫生应对措施抑制病毒传播，结束疫情大流行。为此，发达国家应立即协助欠发达国家加强卫生系统建设，

提升疫情应对能力。其次要出台相关经济政策，减少疫情危机对经济社会的冲击。各国要重点对妇女、老年人、低薪

工人、中小企业以及身处人道危机和冲突环境中的人员实施保护。有关国家还应当提供健康和失业保险，扩大社会保

障范围并为企业提供支持等。古特雷斯说，为支持中低收入国家有效控制疫情，联合国已设立专门的新冠肺炎疫情应

对和重建基金，以最大程度减轻这场危机对人类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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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周二称，将推出一项临时借贷工具，首次允许外国央行把持有的美国国债换成美元。这是美联储为缓解全球市

场压力采取的最新措施。该项目旨在缓解外汇市场压力，这些压力已经迫使越来越多的外国央行出售持有的美国国债。

美联储一直在积极买入美国国债和抵押贷款证券，以减轻市场压力，如果外国央行能更容易地把这些证券换成美元，

上述最新举措可能减少这些证券在市场上的供应量。该计划将允许约 170 家外国央行和其他在纽约联储拥有账户的国

际货币机构加入称为回购协议的一项贷款安排，受到美国制裁的机构除外，利用这项回购协议，借款人可暂时将美国

国债换成美元。美联储在一份声明中称：“无需在公开市场出售证券，即可获得替代性临时美元来源，通过这样的方

式，这项机制应会有助于美国国债市场的平稳运行。”这项面向外国央行的回购工具将从 4 月 6 日起启动，至少持续

六个月。这项最新的美元贷款计划是对美联储已向欧洲、加拿大、墨西哥、日本、巴西和澳大利亚等地区 14 家央行推

出的贷款工具的补充，这些工具旨在确保美国以外的市场不会出现美元短缺。美国以外的许多商业交易都用美元进行

结算，外国机构也发放美元贷款。在 2008 年和 2009 年的金融危机期间，美联储曾经大规模使用过此类“互换”额度。

但最新的贷款计划将向范围更广的新兴经济体央行提供美元融资，较美联储在金融危机或 2011-12 年欧元区危机期间的

做法更进了一步。这凸显了美元在全球金融中日益上升的主导地位以及全球对美联储作为世界央行的需求。新的贷款

安排料将覆盖更多的外国央行，特别是那些迫切需要美元但却未与美联储建立互换额度的央行，其中包括印度、中国

和沙特阿拉伯的央行。货币互换安排本质上是允许美联储以外国央行的货币作为抵押借出美元，而最新的回购交易则

是以这些央行持有的美国国债为抵押向这些央行发放贷款。Evercore ISI 的分析师在周二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最新的安

排应能“扮演一个有用的角色，为规模较小的新兴市场提供援助，这些新兴市场需要通过美元资产货币化来抑制本国

货币的贬值”。而受美联储的新借贷工具推动，美元兑一篮子主要货币周二小幅下跌。美元指数纽约尾盘下跌 0.2%，

报 99.04。随着美元供应量的扩大，这遮盖了美元的一些光泽。加拿大丰业银行首席外汇策略师 Shaun Osborne 表示，

“目前，美元将难以大幅延续涨势，因为从美联储流出的美元现金相对较多。”（环球外汇网）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警告美国民众称，美国将面临“非常艰难的两周”。而他的高级公共卫生官员预估疫情将导致美

国出现多达 24 万例死亡病例。“这将是痛苦的两周，”特朗普周二在白宫的发布会上说。“我们的实力将受到检验，

我们的耐力将得到考验。”他敦促每个人在 4 月底之前都要遵守联邦政府的保持社交距离相关指引。总统这样严肃的

态度与他在前几次发布会上常常表现出的乐观语气形成鲜明对比。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实时统计数据

显示，截至北京时间 4 月 1 日 06 时 30 分左右，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超过 85 万例，共计 855007 例。其中美国累计

确诊 186265 例，确诊数依然居全球首位；死亡病例 3310 例；康复人数 6910 例。与前一天 6 时 30 分数据相比，新增确

诊病例 26245 例，连续第二天新增确诊数超 2 万；死亡病例新增 857 例。美国新冠病毒单日新增死亡病例周二达到 800

例，为迄今单日最高死亡人数。全美范围内，疫情“震中”的纽约州累计确诊数已超 7.5 万例。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网（CNN）消息，美国纽约州州长科莫表示，该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从 66497 例增至 75795 例 ；死亡病例从前一日的

1218 例，增至至少 1550 例；目前有 10929 例病例住院接受治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指出，尽管过去曾多次否认，

但特朗普周二承认：新冠病毒比季节性流感更严重。“它（指新冠病毒）不是流感。它很凶残。”特朗普在会上谈到

他的一位正与新冠病毒做抗争、目前仍处于昏迷当中的朋友时说。特朗普说：“我们正在经历可能是美国所经历过的

最糟糕的事情。”美国疫情死亡人数恐激增。在发布会上，一张幻灯片显示，有一种预期认为即使社区为减轻该病毒

作出努力，死亡人数也可能高达 24 万人。协调冠状病毒特别工作组的高级公共卫生官员 Deborah Birx 给出了这些数据。

此前促使特朗普放弃在复活节前让美国人复工计划的信息正是与 Birx 所给出数据相同的信息。她还引述了另一个预估

称，即使采取了最严格的缓解措施，美国的死亡人数也将在 10 万至 20 万人之间。Birx 和 Anthony Fauci 都是白宫冠状病

毒特别工作组的主要科学家。他们表示，一些公开研究证实了他们的看法，即这种病毒在未来几周内可能导致更多人

死亡。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的最新预测认为，即使在全国范围内采取了隔离措施，4 月份的死亡人数仍

将急剧增加，从约 4500 人至接近 60000 人。研究表明，死亡病例增加的速度将在 5 月和 6 月趋稳，到 8 月第一周最终

将达到近 84000 人。该模型显示，到 4 月 15 日，新增死亡人数有望达到峰值，每天将有超过 2200 名美国人死于这种疾

病。特朗普和 Birx 在周一与各州州长的电话中提到了华盛顿大学的研究。上述预测假设全美各地仍将继续采取“强有

力的社交疏离措施”和其他限制措施，尽管佛罗里达等一些大州拒绝颁布纽约州、加州、华盛顿州和其他疫情热点地

区所下达的居家令。感染率的飙升将给已经在竭力照顾现有确诊病例并急需医疗用品的医院带来压力。华盛顿大学的

研究预测，在疫情爆发高峰时，大约需要 220000 张病床和 26000 台呼吸机。特朗普周二表示，联邦政府已经预备了 10000

台呼吸机，以防未来数周确诊病例激增所需。（环球外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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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2008 年金融危机可以为鉴，全球市场料将迎来新一轮的破坏性美元涨势，几乎没有时间喘口气。此前美元在 3 月

中旬大涨了 9%，让市场不堪重负。自 3 月 9 日开始的 10 天之内，美元兑几乎所有货币都跳涨，因企业和银行业者购

入美元以偿还债权人、贸易伙伴及供应商。货币市场融资利率急升，股价暴跌，因那些急着要拿到美元的人抛售投资

以变现。其中 3 月 17 日 3 个月美元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飙升至 2008 年以来最大涨幅，反映获取美元成本的欧元兑美

元交叉货币掉期基点达到 2011 年以来最高。美元兑日元掉期也接近创纪录水平，英镑兑美元掉期达到 2008 年来未见

水平。美元如此飙升并不是件好事，因这会急速收紧金融条件，让决策官员急欲避免的问题更形恶化。美元是全球商

业及投资的首选货币，占所有汇市交易的比重高达九成。不过自 3 月 23 日以来，美元涨势消退，因美联储再次紧急降

息，且一次性降息 100 点，同时美联储注入上万亿美元资金进入金融体系，并与其他国家央行开展货币互换，藉以缓

解海外的美元荒。货币互换基差市场因此平静下来，股市再度飙涨。但是部分分析师警告称，若这只是美元上升之路

的停顿、而非中止呢？Brown Brothers Harriman 策略师 Ilan Solot 是众多预期美元将再度上涨的分析师之一，他曾在 2008

年以货币交易员的身份在美联储工作。“政策制定者从上次危机中对资金短缺问题有了充分理解，他们急于解决这一

问题，但这次危机很可能会给实体经济带来冲击，”他说。央行重新祭出 2008 年的刺激手段，但“这次是对实体经济

的流动性冲击，我们不知道这种情况将如何发展，”Solot 补充说。美元会重演 2008 年先跌后涨的走势吗？像许多分析

师一样，他建议回顾一下 2008 年的危机。在整个 2007 年以及直到 2008 年，尽管对美国次级抵押贷款的不安情绪加剧

以及贝尔斯登(Bear Sterns)濒临破产后被并购，但美元指数仍在稳步下跌，因为对冲基金增加了空头头寸。但从 2008 年

3 月至 11 月，美元由于海外需求而飙升了 24%。就像最近一样，货币市场利率飙升。然后美联储降息，华盛顿的 7000

亿美元银行救助法案上场。随着货币市场困境缓解，美元回落并在 2008 年 12 月 18 日跌至低谷。但是，喘息的时间很

短暂。美元再次急涨，在 2009 年 3 月达到峰值之前又上涨了 15%。这使得股市和新兴市场触底反弹。这次的不确定性

是，随着全球有数十万人感染，由疫情引起的供需双杀情况可能无限期持续。这样，试图维持生计的企业和个人很可

能要囤积美元现金。现在上涨也符合所谓的“美元微笑”理论。该理论由前摩根士丹利策略师任永力提出，认为美元

在艰难时期将走强，因为这个时候投资者会涌向安全的、流动性好的资产。然后，随着美国经济增长放缓迫使美联储

降息，美元将下滑--微笑的底部--之后在美国经济引领全球增长反弹之际美元再次上涨。任永力目前管理对冲基金和顾

问公司 Eurizon SLJ Capital。他预计美国经济将在年底前全面复苏，而欧洲要到明年年底之前才能恢复到 2019 年底的 GDP

水平。“我们站在美元微笑的左侧，但在今年下半年大部分时间和 2021 年，我预期我们将走向美元微笑的右侧，”他

补充说。即使是在大幅降息之后，美元资产也能提供更高的收益率--美国与德国三个月期票据之间的利差按年率可获

得 1%的回报。同时，尽管有所回落，但美元兑贸易伙伴货币仍接近 2002 年以来高位，不免让人猜测美国财政部或许

会出手干预抑制强势美元。不过，目前正值动荡时期，进行干预不大可能。“这波历史性涨势还没有结束，”高盛表

示，并称如果股市进一步下跌，贸易加权美元汇率有可能较近期高位再涨 3%-5%。美元融资缺口使得美元供需依旧不

平衡。疫情造成的破坏还发生在美元市场的供需平衡日益脆弱之际。多年来，更严格的监管限制了美国银行业的美元

放贷能力。但美元在国际交易中的作用并没有减弱，这导致了美元融资缺口，即非美国银行业者的美元资产与其负债

之间的差额。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美元融资缺口每年可能高达 1.5 万亿美元。部分互换市场体现了这种

紧张状况，三个月美元-日元互换基差高达 44 个基点，而 2019 年平均为 20 个基点。衡量银行业融资成本的一项指标--

远期利率协议和隔夜利率互换的利差(FRA-OIS Spread)目前处于金融危机以来未曾见过的水平。市场人士说这个指标的

飙升，与其说是暗示银行间拆款问题，还不如说是凸显出企业遭遇空前的美元需求，这些企业正不断竭尽信贷额度，

寻求从银行借更多的钱。Jupiter Asset Management 基金经理 Ariel Bezalel 和 Harry Richards 认为，全球经济即将进入一段美

元长期短缺期。“在这个重要关键点，外部世界存在的美元就是不足够，”他们写道。诚然，美联储购置资产、数万

亿美元现金注入、与其他国家央行的美元互换额度等措施，都将有助于解决问题。但它可能遇到阻力。美银指出，全

球外汇市场每日 6.6 万亿美元交易规模中，90%涉及美元，并称“事实上，如果大家争相抱紧美元，美联储并没有能力

去平衡供需面错配。”他们预测，美元指数最终将从当前水准 102 上升至 120，不过他们没有给出时间表。美联储仍

有弹药或继续释放流动性。不过瑞士百达资产管理认为，如果再次面对流动性稀缺的问题，各国央行不会坐视不管，

料全球央行向市场注入 5.7 万亿美元流动性。瑞士百达资产管理周三称，预计全球央行会向市场注入相当于 GDP 的 10%

流动性，即约 5.7 万亿美元，当中约 3.4 万亿美元将来自美国；现时股票已出现超卖迹象，但随着疫情对经济的打击陆

续浮现，金融市场在未来数星期相信会再次波动。百达资产管理首席策略师 Luca Paolini 在评论中指出，全球央行将注

入的 5.7 万亿美元流动性，较 2008-2009 年多三分之一。该行认为美联储还有更多弹药，买债规模可以是目前水平的两

倍。但是分析人士指出，尽管各国央行持续释放流动性有助于缓解美元荒，但是究其根本市场对于美元的追捧在于经

济压力下行加大，因此持有现金以寻求最佳的资产买入时机。除非近期疫情对于经济的影响减弱，否则持续的流动性

措施未必能抵消市场上美元的短缺。（汇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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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全球病毒公共卫生事件扩散，美国 3 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大幅下滑，消费者信心指数从 2 月份的 132.6 降至 120，创下

了自 2011 年来的最大跌幅。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Conference Board)经济指标高级主管林恩•佛朗哥(Lynn Franco)在一份声

明中表示:“由于短期前景恶化，3 月份消费者信心大幅下降。”“COVID-19 的加剧传染和金融市场的极度波动增加了

经济和就业前景的不确定性。3 月份信心的下降更符合严重的收缩，而不是暂时的冲击，进一步的下降肯定会随之而

来。”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已经采取措施遏制病毒的传播。然而，这些行动引发了对潜在经济打击的担忧，并引

发了巨大的市场波动。高盛(Goldman Sachs)经济学家预计，美国经济第二季度将萎缩 34%，美国失业率将飙升至 15%，

然后才会出现有史以来最快的复苏。最近几周，金融市场的价值缩水进一步加剧，原因包括很多对冲基金越来越多地

使用量化交易模型，投资者的单边交易使得市场流动性极度匮乏，以及大型资产管理公司试图剥离甚至是最安全的资

产、持有更多现金。以美联储(Federal Reserve)为首的各国央行已被迫采取紧急干预措施，以增加信贷市场的资金，并

确保充足的美元供应，以平息最严重的恐慌。瑞士投资公司 Unigestion 的投资组合经理萨尔曼•贝格(Salman Baig)表示市

场上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单单就这一点，就有理由对市场保持谨慎。宏观经济数据显示出非常明显的收缩，虽然这不

会是永久性的，但是会很严重。Baig 说当企业在几周后开始公布季度业绩和收益时，股市可能会再次出现波动。许多

国家的经济活动已经陷入停滞，因为政府已经对航空旅行和工作进行了限制，以限制病毒的蔓延。他警告称，今年上

半年全球经济将出现大幅萎缩，数据仍然会描绘了一幅黯淡的画面。三菱日联金融集团(MUFG Bank)驻伦敦的外汇分析

师哈德曼(Lee Hardman)说 “希望是在今年下半年，病毒可能得到控制，那么经济还有复苏的可能。但是如果这种混乱

局面在今年年底继续下去，那就另当别论了。”许多投资者都处于观望状态。摩根大通资产管理公司(J.P. Morgan Asset 

Management)亚太地区首席市场策略师 Tai Hui 说，美国、欧洲和许多亚洲国家已经推出了规模非常大的财政刺激计划。

但是我们是否需要更多，取决于病毒传染是否会迫使交流疏远和封锁更长的时间。随着美国和欧洲在未来几个月可能

经历历史上最严重的收缩，供应链和全球需求将面临重大挑战。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

间 3 月 31 日 19 时，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超 80 万例，达 800049 例，死亡 38714 例，治愈 166768 例。截至目前，全

球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超 1 万的国家已达 12 个，其中美国确诊 164610 例，意大利确诊 101739 例，西班牙确诊 87956

例，德国确诊 67051 例，法国、伊朗确诊均超 4 万例。欧洲不确定性在不断攀升。随着公共卫生事件在欧洲逐渐蔓延，

各国纷纷采取措施抵御新冠病毒的冲击。3 月 30 日，西班牙遭受了卫生事件爆发以来最致命的一天，而在初步迹象表

明感染率正在放缓的同时，欧洲各国政府加倍努力维持严格的封锁。根据卫生部 3 月 31 日的数据，过去 24 小时西班

牙病毒死亡总数上升了 849 人，至 8189 人。新病例数增加了 9222 人，是单日最多的病例，使该国确诊的感染总数达到

94417 人。西班牙政府押注，至少到复活节周末，对公共生活的严格限制将有助于遏制该疾病的传播。世卫组织突发

卫生事件负责人迈克•瑞安(Mike Ryan)3 月 30 日表示，“我们的最希望的是欧洲新冠病毒的中国心——意大利和西班牙

确诊人数即将达到顶峰。”他敦促各国加大努力寻找和隔离患者。与此同时，意大利和荷兰正在讨论延长封锁措施，

德国官员警告说事情可能还会恶化。意大利政府可能会将封城延长至 5 月 1 日的假期周末，从 5 月 4 日开始逐步开放

该国。Wind 公共卫生事件数据显示，意大利新感染病例总计 4050 人，而前一天为 5217 人。这是自 3 月 17 日以来的最

低增幅。该病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了 812 人，而周日为 756 人，使总数达到 11591 人。官员们表示，随着意大利的封城

进入第四个星期，除了封城的延长之外，意大利政府还正在制定一项价值至少 300 亿欧元(330 亿美元)的新刺激方案，

以期于 4 月中旬采取至少 250 亿欧元的措施。 。在争取公共卫生的斗争中，这场危机的广泛影响开始显现。意大利政

府承受着在限制条件下保持经济发展的压力，已经放弃了十年来严格限制意大利的预算赤字，引发了对其借款的担忧，

最终成为欧洲的问题。在荷兰，据当地媒体报道，预计荷兰政府将宣布，包括学校和饭店停业在内的措施将延长至 4

月 6 日以后。周一，新确诊病例的数量增加了 8%，达到 11750 人，是自 2 月底报告第一例以来的最低每日增幅。德国

则表示，现在考虑放松宽松的措施为时过早，因为局势仍然“非常非常严重”。德国公共卫生部门负责人称，他预计

卫生事件大流行还将持续数月之久，该国的死亡率(相对较低的 0.8%)将会上升。欧盟委员会预计，在欧洲主要经济体，

政府下令关闭的非必要服务约占产出的三分之一左右。这意味着，这些部门每关闭一个月，年度 GDP 就会下降 3%，

这还没有考虑对经济其他部门产生的破坏和溢出效应。今年欧洲出现严重经济衰退几成定局。（万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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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全球粮食市场也无法独善其身：粮食价值链的复杂性以及贸易和运输的重要性，令粮食市场变得

脆弱。当地时间 3 月 31 日，世贸组织(WTO)、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和世卫组织(WHO)三大机构发布联合声明，呼吁各

国政府尽量减少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涉及食品贸易的边境限制，确保全球粮食安全，避免“破坏性措施”的重现。

FAO 近期则指出，随着病毒的传播和病例的增加，以及遏制病毒传播措施的加码，未来数周和数月之内，全球粮食系

统将遭受各种形式的检验和冲击。该组织判断，预计到 4 月和 5 月，食品供应链将受到冲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

经济贸易学院教授、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研究部主任崔凡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目前已经有些物流企业的船只因

船员感染新冠肺炎而停开，很多货物的物流时间都比此前长很多。避免“破坏性措施”重现江湖。FAO 统计数据显示，

当今全球，人们摄入的卡路里中，有五分之一至少跨越了一国的边界，跨界的卡路里数量比 40 年前增长了 50％以上。

在上述联合声明中，三大机构亦呼吁，目前全球有数百万人依靠国际贸易来维持其粮食安全和生计。“随着各国采取

措施以制止日益加剧的新冠大流行，必须注意将对粮食供应的潜在影响或对全球贸易和粮食安全的意外影响降至最

低。”声明强调，食品供应的不确定性可能引发一波出口限制浪潮，导致全球市场短缺。三大机构指出，这种反应会

改变粮食供求之间的平衡，导致价格飙升和价格波动加剧。各国必须避免上述“破坏性措施”的重现，确保贸易畅通，

保障食品生产者和销售者得到防疫保护。联合声明指出，同时也确保消费者，尤其是在疫情中最脆弱的消费者，能够

继续在保证严格防疫措施的条件下于社区内获得食物。FAO 首席经济学家库勒（Maximo Torero Cullen）在近期撰文指出，

必须防止近邻贫穷化政策的出现，2008 年全球食品价格危机期间，某些国家突然实施提高出口税或完全禁止出口的政

策，这会引发模仿行为，并使所有人（而非仅仅是小型贸易伙伴）的处境变得更糟。他表示，开放的全球食品贸易有

助于保持下游食品市场的正常运转。实际上，暂时减少不利的进口关税、非关税贸易壁垒和增值税，将有利于稳定世

界食品市场。“尽管各地的零售食品价格都有可能上涨，但若食品价格突然出现极端波动，相关地区的食品支出占家

庭预算比例较大，或食品价格飙升会对人口发展和经济生产率产生长期影响时，其产生的影响将更为不利。” 库勒认

为，各国应立即审查其贸易和税收政策选择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并携手合作，为粮食贸易创造有利的环境。与此同

时，中低收入国家的粮食贸易量约占世界粮食贸易总量的三分之一，是其国民收入和福利的重要来源。库勒表示，依

赖食品进口的国家特别容易受到贸易量下降的影响，特别是在其本国货币出现贬值的情况下。确保不会破坏食品供应

链。实际上，较之旅游、制造业和能源市场等更易受物流中断和需求减弱影响的行业，粮食市场所受的影响本应较小。

与此同时，按照 FAO 给出的信息，截至目前，粮食供应充足且市场稳定，影响较小。全球谷物库存较为充足，且 2020

年小麦和其他主要主粮作物的收获前景乐观。行业咨询机构惠誉解决方案（Fitch Solutions）也在最新的一份报告中写道，

由于主要产区的气候条件温和，2020-2021 年作物前景乐观，全球粮食供应相对充足。崔凡对第一财经记者举例称，目

前中方应当是愿意多买大豆和豆粕的，从目前情况判断，美国除了伊利诺伊州以外，其他的主产区受疫情影响还不是

那么大，如果能够购买对中方也有好处，能够把我们自己的肉价往下再降一降。但是，考虑到粮食价值链的复杂性以

及贸易和运输的重要性，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各国开始实施一系列政策措施，以避免疾病进一步扩散，这些措施

有可能会影响农业生产和贸易。“许多国家正在对货船实施更严格的管控，这可能会干扰正常的航运活动。”库勒表

示，限制人们（例如季节性工人）自由流动的措施可能会影响农业生产，从而影响全球市场价格，而确保食品工厂落

实相应健康标准的措施可能会减慢生产速度。此次，三大机构指出，各国在采取行动保护其公民的健康和福祉时，应

确保任何与贸易有关的措施都不会破坏食品供应链。这种破坏包括阻碍农业和食品工业工人的流动以及延长食品集装

箱在边境延误时间，导致易腐烂物变质，增加食物浪费。FAO 也指出，已经看到了以下问题：食品运输面临挑战（无

法将食品从 A 点转移到 B 点）；由于动物饲料获取途径收窄和屠宰场宰杀量减少（物流受限和劳动力短缺），畜牧业

受到影响。因此，FAO 预计，由于上述原因，到四月和五月，食品供应链将受到冲击。具体而言，重要主粮预计不会

出现价格飙升，因为供应不受影响、拥有库存，且其生产属于资本密集型操作，但是高价值商品，尤其是肉类和易腐

商品的价格很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出现飙升。同时，发展中国家/非洲面临的风险尤高，因为新冠肺炎会导致劳动力减

少，影响劳动密集型产业（农业）。惠誉解决方案在报告中指出，“发达市场的粮食生产通常在低密度地区的大农场

进行，生产者不太容易感染新冠病毒。但是像种植园（棕榈油）和制造业（肉类加工）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员工更容

易被传染，因此也更容易受到临时封锁措施的影响。”近期，马来西亚最大的棕榈油生产州——沙巴州就下令关闭三

个地区的棕榈油种植园。此前，种植园中的一些工人被查出感染了新冠肺炎。东盟食品饮料联盟主席塞姆（Abdul Halim 

Saim）指出， 任何移动限制，包括对劳动力的限制，都会影响粮食生产的稳定。而由于全球对食品需求的增加，目前

形势更为恶化。多国限制农作物出口。三大机构联手发布声明的背后，是各国际机构对有些国家正在采取贸易限制措

施限制食品出口的觉察。第一财经记者从权威信源处获悉，在 3 月 24 日的一封信中，WTO 总干事阿泽维多就要求所有

成员方向 WTO 秘书处提交近期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而出台的与贸易有关的措施。惠誉解决方案在报告中指出，“为

了保护粮食安全，一些国家可能会采取贸易限制，或大量囤积粮食，这种行为可能会迅速升级，并抬升谷物和油籽的

价格。”综合近期媒体报道显示，在实施了出口限制的主要农作物生产国中，越南限制了大米出口，俄罗斯则停止了

加工谷物出口。哈萨克斯坦还暂停了小麦粉、荞麦、糖、葵花籽油和一些蔬菜的出口。惠誉解决方案预判，受到食品

价格上涨影响最大的国家，包括那些进口食品在国内供应市场所占比例上升的国家，比如中东、日本和韩国。而像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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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印尼等货币走弱的经济体也面临风险，因为多数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是以美元计价的。FAO 则指出，目前，已有 100

多个国家报告出现新冠肺炎病例，如果疫情扩散至 44 个需要外部粮食援助的国家，或 53 个生活着 1.13 亿重度饥饿人

口的国家，后果可能不堪设想，因为其中很多国家的公共卫生系统可能承受不了压力。（第一财经） 

周三(4 月 1 日)，是欧佩克减产协议正式到期后的首日，国际油价用暴跌予以回应。布油日内跌超 5%，跌破 25 美元关

口，为 2003 年 5 月以来首次。一季度，国际油价跌去三分之二，布油累计跌幅已超 62%，美油跌 67%，双双创下史上

最大季度跌幅。OPEC+减产协议于 3 月末到期，从 4 月 1 日开始，这些产油国将可以不受限制生产原油，沙特不止一

次表示，要将日均产油提升到创纪录的 1230 万桶。沙特官员表示，可能会在 5 月将原油出口量提高至 1060 万桶/日。

这对于国际原油市场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此外，因公共卫生事件导致旅行限制，全球燃料需求受到巨大冲击。国际

能源署在最新月度报告中表示，预计 2020 年第一季度全球原油需求将下降 43.5 万桶/日，这是 10 多年来的首次季度收

缩。业内人士预计，4 月全球石油需求将下滑 20%-30%，为史上最大降幅，且随着未来几个月经济活动大幅减少，燃

料消费疲弱的状态将会持续。由于大量石油供应将充斥市场，且需求下降，石油生产商和托运人纷纷将原油锁入油库

中，石油供应过剩可能在几周内就会使全球石油储存设施不堪重负。石油经纪商 PVM 高级分析师瓦尔加(Tamas Varga)

表示，对于油企而言，市场环境正在逐步恶化。就目前的情况看，由于沙特与俄罗斯价格战延续，全球能源供应将在

未来两个月内很可能继续大幅增长，供需失衡的局面可能达到空前的高度。据吕斯塔德能源公司分析，如果主要产油

国从 4 月开始增产，全球将陷入每天石油供给比需求多 1000 万桶的境地，而全球 76%的石油储存设施已经饱和，未来

几个月内难以接收更多石油产品。油价未来走势仍不乐观。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本周一在稳定能源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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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通话结束后，两国能源高官并没有拿出解决油

价空前下跌局面的公开行动方案。不过周三传来一个好消息，在供应过剩的情况下，俄罗斯并不打算增加原油产量，

这多少给当前悲观的油市场提供了喘息的空间。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各国陆续出台的经济刺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了市场担忧情绪;但一方面公共卫生事件蔓延仍在继续，使得原油需求受到冲击;另一方面产油国“价格战”仍在持续，

原油供给在增加，短期内刺激政策或难敌供需失衡。因此，在市场需求整体低迷的背景下，短期内油价将继续承压。

在供给、需求均前景悲观的背景下，机构纷纷下调油价预期。美国银行两周内第二次下调油价预期，将布伦特和美国

原油的 2020 年均价预测分别下调至每桶 37 美元和 32 美元，并预计未来几周美国 WTI 原油和布油都会暂时在十几美元

范围内交易，未来几个月全球储油空间可能耗尽，二季度全球石油需求将减少 1200 万桶/日。摩根士丹利将第二季度

布伦特原油价格预期从 30 美元/桶下调至 20 美元/桶。值得一提的是，此轮油价下跌或将改变油企布局和力量对比。一

些大型石油公司已宣布削减运营成本，石油巨头壳牌和道达尔明确表示今年资本支出将下调 20%。一些石油公司或面

临破产，但也会有一些公司在危机中发现新投资机会。英国近海石油和天然气工业协会认为，企业往往视油价变化决

定投资与否，现在推迟的投资可能造成未来几年石油产量下降。美国页岩油气产业是这场价格战的最大输家，很多石

油公司已经关闭了 4 年前刚刚打出的矿井，更多中小生产商债务缠身，成千上万油井工人失去了工作。吕斯塔德能源

公司报告显示，目前全球有超过 500 万人受雇于油田服务业，仅今年一年，这一行业劳动力规模就将缩减 21%，其中

13%是油价下跌所致，8%与企业担心公共卫生事件在工地蔓延从而放慢项目开发速度有关。（万得） 

当地时间 3 月 31 日，彭博社报道称，俄罗斯央行周一宣布，将从 4 月 1 日起停止（在国内贵金属市场）购买黄金，但

没有解释为何会作出这一决定。分析人士称，俄罗斯的黄金储量已经很大，可能不需要（再购买）更多。另外，鉴于

当前金价已接近 7 年高位，国际投资者也在寻求“避风港”，而一些交易商采购金条遇阻，有分析称，俄罗斯交易商

可能有出售黄金的意愿。专家认为，俄罗斯现有黄金占外汇储备近 20%，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而随着

近年来一些敏感话题淡出公众视线，俄罗斯抵御美国制裁和缓解自身经济冲击的必要性有所降低，也是 2019 年购金步

伐出现放缓的重要原因。另外，在当前石油价格战和疫情的双重冲击下，节省开支并保持黄金在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属

情理之中。未来如果外汇储备充裕，俄央行可能还会继续购买黄金。与此同时，疫情期间供应链中断，导致黄金的开

采、运输都遇到阻碍。专家认为，俄罗斯作为世界最大的黄金买家，其退出市场的行为不会对市场构成严重影响，因

为传统买家伦敦，以及印度、新加坡等新兴经济体加入的需求将让央行购金总量维持在一个相对历史高位。而在黄金

开采、运输都受到阻碍的当下，俄罗斯的黄金甚至会对市场有所缓解。有分析师提出，俄罗斯可能会包机将黄金运送

至主要买家处。世界最大黄金购买国踩“刹车”。俄罗斯是世界最大的黄金购买国。过去五年，俄罗斯大约花费 400

亿美元疯狂购买黄金，黄金储备激增。该国央行当前持有价值约 1200 亿美元的黄金储备，约占其国际储备 20%。这无

论在俄罗斯历史上（2000 年以来最高水平），还是与其他央行相比都是很高的水平。彭博社认为，近几年，在投资者

逃离“避风港”，追求风险更高、收益率更高的资产之际，俄罗斯疯狂购买黄金已经成为黄金市场的主要支撑。但 3

月 30 日，俄罗斯中央银行发布通知称，“将从 4 月 1 日起停止在国内市场购买黄金，并根据金融市场形势的发展作出

购买黄金的进一步决定。”分析人士称，俄央行的黄金储备已经很多，而目前金价接近七年高位，海外买家购金又遭

遇阻碍，俄罗斯觅得了对外出售的“良机”。除此之外，今年 3 月初爆发的石油价格战也对俄罗斯的外汇储备造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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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累。据彭博社数据，2019 年沙特维持财政收支平衡所需油价为 83 美元/桶，俄罗斯为 51 美元/桶，但现在的油价显然

低于这一水平。厦门黄金投资有限公司市场部副总经理张文斌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外汇储备管理有安全性，

流动性和收益性三大目标，而黄金作为外汇储备的重要组成部分，停止购买国内黄金应该也是出于以上三个目标考虑。”

而从目前来看，俄罗斯黄金储备为 2279.2 吨，全球排名第五，占其外汇储备比例为 20.6%，而全球发达国家黄金储备

占比均值为 16%，新兴经济体国家为 5%。张文斌认为，就这几组数据来看，俄罗斯的黄金增持也可告一段落。“石油

收入占俄罗斯国家财政很大比例，油价大幅度下跌对其造成直接的冲击。而疫情当下，自然是尽可能地减少不必要的

重大支出，社会管理的重心也都会转移到疫情防控、维护社会稳定方面，以及由此面临更加重大的经济层面的风险。

因此，在既有储备管理目标实现的前提下，暂停或缩减黄金购买方面的计划也在情理之中。”张文斌说。此外，黄金

白银投资分析师肖磊也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随着油价的下跌，俄罗斯外汇收入减少，用来购买黄金的资金

会比较紧缺，停止购买黄金应该是暂时的。而如果未来外汇储备充裕，俄罗斯应该还会继续购入黄金。”莫斯科诺地

亚银行分析师 Tatiana Evdokimova 和复兴资本经济学家 Sofya Donets 认为，由于俄央行的国际储备规模正在下降，而黄金

与其他资产的比例应保持稳定，所以央行没有再增加黄金在总储备中的份额。抵御制裁冲击必要性降低。当然，除疫

情影响之外，俄央行停止购金背后可能还有更加深层次的原因。2018 年，普京正式开启第四个总统任期后不久，加大

了“去美元化”的步伐，通过资产多元化增强“经济主权”。当年，俄央行的黄金购买量更是创下历史新高。但“购

金狂潮”在 2019 年就已经展露出放缓迹象。彭博社曾在今年 1 月报道，该国央行在 2019 年前 11 个月购买了 149 吨黄

金，比上一年同期减少 44%，估计全年采购量为 2013 年以来新低。彭博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称，随着克里米亚、美国

大选受到干预等问题淡出公众视线，美国对俄制裁的威胁，以及俄罗斯缓解自身受经济冲击的必要性正在减弱。“如

果黄金能抵御最严厉的制裁，那么现在可以假设不再需要购买这么多黄金了。”莫斯科 PJSC Raiffeisen 银行分析师 Denis 

Poryvay 说。此外，过去一年，由于对地缘政治动荡和经济增长的担忧，海外投资者对黄金金融产品的需求也在上升，

盛宝银行大宗商品策略主管 Ole Hansen 认为，这应该可以抵消俄罗斯对实体黄金需求的下降。另据彭博社报道，经济

放缓确实改变了俄罗斯黄金生产商和银行的业务。他们开始在海外出售黄金，而不再指望央行成为主要买家。根据海

关数据，2019 年俄罗斯金条出口量为 100.5 吨，相比之下，2018 年这一数字仅为 16 吨。目前，俄罗斯只有银行被允许

出口黄金，但俄罗斯最大的金矿商 Polyus PJSC 表示，未来出口很有可能会直接来自矿业公司，预计 2020 年政府将允

许矿商出口黄金。黄金产业链受到冲击。除了给传统避险资产的需求带来影响外，疫情可能还会对黄金市场带来诸多

改变。目前，世界上大部分黄金存储在伦敦、瑞士、纽约的金库中。其中，纽约联储是最大金库，有 49.7 万根金条堆

放于曼哈顿基岩上，英格兰银行有 40 万根金条。而这些金库也是连接全球金矿、精炼厂的枢纽。精炼厂要从矿商、废

料条、珠宝中获取金矿石，然后再将其生产出金条、金币等大量市场需要的任何规格产品。不过，由于政府下令采取

封锁措施，本周位于瑞士提契诺州的最大三家精炼厂都被迫关闭。与此同时，矿商也受到了巨大冲击。自 3 月 26 日午

夜开始，南非整个采矿行业都被关闭，为期 21 天，这在 150 年采矿史中没有先例。而阿根廷、加拿大矿商的活动也在

停止或缩减。黄金的运输变得越来越困难。正常情况下，黄金通过普通的商业航班运送，但目前世界各国的国际航班

都被大量减少。而即使是仅有的一些航班，每架飞机的运送数量也有限。不是出于重量，而是价值的考量，因为任何

飞机的保险数量都是有限的。虽然有国家已经开始派出军事飞机在世界范围内运送黄金，并配备武装护卫，但总体上

看，运送的速度和数量都大不如前。纽约黄金期货价格受到巨大上升压力。众人熟知的“纽约金”是纽约商品交易所

的一个投资品种，为期货黄金。而伦敦金为现货黄金，可即期交付。通常情况下，投资者购买黄金期货，不必担心实

体黄金的运送不便，合约到期后才会收到实物。而如果纽约黄金期货价格远高于世界其他地区的金价，银行只需到其

他地方购买，再运往纽约即可。但目前，全球供应链的中断，使投资者不得不怀疑这一过程受到的影响。结果是，纽

约黄金期货价格急剧上涨，甚至比伦敦即期交付的黄金价格更贵，巨大的价差令交易员感到十分不安。在张文斌看来，

俄罗斯此举不会对市场构成严重影响。“首先，俄罗斯黄金需求在全球黄金整体需求中占比并不高。其次，央行增加

黄金储备的途径主要通过在全球场外交易市场购入黄金，或者通过购买本地生产的黄金两种基本方式，俄罗斯只是暂

停了其国内购买的渠道而已。最后，俄罗斯央行是全球众多央行中的‘购金大户’，但其他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

加入购金潮，也会让央行购金总量保持在一个相对历史高位”。另外，彭博社指出，来自俄罗斯的黄金可以缓解市场

的紧张局势。鉴于当前黄金的运输受到阻碍，莫斯科兰达银行贵金属部门副主管 Eduard Rybkin 认为，俄罗斯供应商可

能会包机送达主要的买家，“像伦敦这种传统买家，以及印度、土耳其、新加坡等地都有（购买的）需求”。ING 银

行俄罗斯首席经济学家 Dmitry Dolgin 也认为此举表明，“央行正向黄金的卖家释放信号，向外部转移供应，因为全球的

需求似乎很高。”（国际金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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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 日，汇丰控股（00005.HK)、渣打集团（02888.HK）均于港交所发布公告，表示取消派息计划并暂停回购股份。宣

布暂停分红后，两大银行巨头在香港市场股价一度重挫，截至收盘，汇丰跌超 9%，报 39.95 港元，渣打跌超 7%，报

39.9 港元。分红黑天鹅来袭。实际上，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决定取消派息和暂停股份回购的并不仅有汇丰与渣打。

汇丰在公告中表示，董事会接获英伦银行透过审慎监管局发出的书面通知，要求汇丰取消派发 2019 年第四次股息，英

国其他银行集团亦接获类似要求。同样，近期巴克莱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等欧洲银行均发布声明称，取消 2019 年的

股息分红，并不再为今年的投资者派息预留现金，同时承诺不会进行任何股票回购。两大国际银行巨头取消派息、暂

停回购。汇丰今日公告称，公司董事会接获英伦银行透过审慎监管局发出的书面通知，要求汇丰取消派发 2019 年第四

次股息。董事会决定取消原定于 2020 年 4 月 14 日派发的第四次股息每股普通股 0.21 美元，并决定在 2020 年底前暂停

派发所有普通股的季度或中期股息或应计款项，亦不会进行任何普通股的回购。据悉，此前汇丰就 2019 财政年度宣布

派发四次股息，每股普通股合共派发 0.51 美元（包括原定 4 月 14 日派发但现已取消的第四次股息 0.21 美元），其中第

一、第二及第三次股息已派付，每次均为每股普通股 0.1 美元。汇丰 2019 年业绩公告显示，受商誉减值 73 亿美元影响，

2019 年列账基准除税前利润 133 亿美元，同比减少 33%；列账基准之普通股股东应占利润为 60 亿美元，同比下跌 53%。

实际上，在 2019 年业绩公告中，汇丰已透露暂停股份回购的计划。汇丰表示，未来两年将进行大规模重组，计划于

2020 年及 2021 年暂停股份回购，2022 年起再恢复，以中和发行以股代息股份的影响。据了解，汇丰将于本月 28 日公

布 2020 年第一季度业绩。汇丰称，在艰难的经济环境下，集团首季业绩仍然稳健，而且信贷业务至今表现良好。然而，

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利率、市场水平及前瞻性经济前景的影响，公司预期制订保险产品业务的列账基准收入、环

球银行及资本市场业务的信贷及资金估值调整将会受到影响，而预期信贷损失亦将会增加。截至收盘，汇丰跌超 9%，

报 39.95 港元。同样大跌的还有渣打集团。同日，渣打公告称，应审慎监管局的要求，以及由于 2019 冠状病毒(COVID-19)

疫情扩散给世界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挑战，集团董事会经过慎重考虑后，决定将派发 2019 年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20 美

分的建议撤回，并暂停 2020 年 2 月 28 日宣布的股份回购计划。另外，在 2020 年不会产生、建议或派发普通股的中期

股息。董事会关于 2020 年末期股息的建议，将考虑到集团全年的财务表现以及当时的中期前景。截至收盘，渣打跌超

7%，报 39.9 港元。欧洲银行业分红黑天鹅来袭。实际上，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决定取消派息和暂停股份回购的并不

仅有上述两家国际银行巨头。近期巴克莱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等欧洲银行均发布声明称，取消 2019 年的股息分红，

并不再为今年的投资者派息预留现金，同时承诺不会进行任何股票回购。据法新社报道，欧洲央行日前要求欧元区各

银行“至少在 2020 年 10 月之前”暂停支付股息，以保持流动性来帮助家庭和企业挺过新冠肺炎危机。同时，在各国

决策者纷纷采取前所未有的举措支持全球经济之际，欧洲央行还要求欧元区各银行不要回购股票。疫情持续发酵的背

景下，疫情危机对全球银行业的冲击程度不可小觑。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范若滢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

表示，疫情加大了全球银行业的经营压力。“疫情蔓延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冲击，引发产业链受损甚至断裂，大量企

业面临资金困境，可能导致债务违约风险上升，加大银行不良压力。”“2008 年金融危机后，银行业本身就处于低增

长、低利率的环境中，经营压力较大。为对冲疫情影响，全球主要经济体央行开启新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更加恶

化了银行业所处外部环境。”范若滢同时提到，“金融市场在疫情期间波动剧烈，悲观情绪持续处于较高水平，较多

国际大行金融市场参与程度较深，相关业务受到的冲击较为明显。”取消分红，汇丰第一大股东贝莱德或将损失约 24

亿港元。此番取消派发派发股息，对汇丰股东和投资者而言并不是个好消息。根据港交所披露易数据，截至今年 4 月

1 日，贝莱德集团(BlackRock，Inc.)位居汇丰控股第一大股东，持有 14.74 亿股，持股比例 7.12%。依照汇丰原计划第四

次分红 0.21 美元/股来计算，折合 1.6278 港元/股，本次取消派息之后，贝莱德集团因取消分红或将损失约 24 亿港元。

汇丰第一大股东的位置曾多次易主，不过，在去年 10 月，贝莱德以每股 60.1484 港元的平均买价买入了约 7558 万股汇

丰控股的股份，耗资约 45.46 亿港元。在此次增持后，贝莱德持有汇丰控股的好仓达到了已发行股票数的 7.32%，一举

超过中国平安，再次成为汇丰控股的第一大股东。今日，汇丰股价遭受重挫，实际上，自 2 月以来，汇丰股价一度走

低。年初其股价约为 59 港元/股，而截至今日收盘，其股价已跌至 39.95 港元/股。（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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