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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僅供參考之用                      每週市場評論                2020 年 03 月 16 日（星期一） 

後市預測                                               過去一週指數表現 

歐美疫情不單沒有受控，更因為市民的生活模式對疫情防預警覺低

而迅速擴散，加拿大總理夫人和西班牙首相夫人相繼確診，特朗普

亦要進行病毒測試來穩定軍心，但上星期他未有提出具體的救市方

案，加上産油國出現劈價戰，以致美股再出現第二次熔斷，道指大

跌 2532 點，上週五港股則借內地降準而出現反撲，恆指因冚倉盤

湧現而一度出現單日轉向。直至本週，由於各國開始封城，本來是

一個正面的訊號，加上本週憧憬聯儲再減息及三期結算是第二個變

化訊號，內地以疫情迫降及行業復工來迎戰，人民銀行降準亦可視

為利好因素，在這種氛圍下，本來一切應該轉佳，但在香港星期一

開市前，美聯儲再突然宣布減息一厘，並重啟量化寬鬆，來不及原

本的議息程序，道指期貨再度急跌，亞洲區內股市亦應聲倒地，美

股再出現流動性問題，港股亦難倖免。然而近期港股表現較受內地

股市影響，相信今早低開後是有危有機的，由於內地不斷有資金流

入，以致這無形之手令港股殺傷力不至太猛。上週五港股以高成交

2024億收市，相信很多優質股已落入強者手上，估計大市未來主題

亦離不開炒防疫及經濟復甦概念，但由於疫情仍有許多不明朗因

素，就不建議跟車太貼，長缐投資者買貨就是強者之煉力，技術走

勢上恒指 25500是個重要阻力位，暫時可以此為分水嶺。 

各地指數 收報        升/跌 

恒生指數 24,032  ▼2,114 

國企指數 9,650 ▼806 

上證綜合指數 2,887 ▼147 

日經平均指數 17,431   ▼3,318 

道瓊斯指數 23,185   ▼2,679 

納斯達克指數 7,874 ▼701 

標準普爾 500 指數 2,711 ▼261 

英國富時 100 指數 5,366   ▼1,096 

巴黎 CAC 指數 4,118   ▼1,021 

德國 DAX 指數 9,232   ▼2,309 

 

本週焦點數據 

 財經數據 業績公佈 

（03 月 16 日） 

星期一 

中國公佈年初至今固定資產投資、工業增加值、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美國公佈 3 月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製造業指數、 

日本公佈 1 月核心機械訂單 

舜宇光學科技（2382）、 

港華燃氣（1083）、 

春立醫療（1858） 

（03 月 17 日） 

星期二 

香港公佈 2 月失業率、2 月綜合利率、 

美國公佈 2 月工業生產總指數、1 月資本流動、2 月零售銷售、 

3 月 NAHB 房屋市場指數、 

歐元區公佈歐洲經濟研究中心景氣判斷指數 

澳優（1717）、 

微盟集團（2013）、 

萬科企業（2202）、 

雅生活服務（3319） 

（03 月 18 日） 

星期三 

美國公佈 2 月新屋動工、建築許可、 

歐元區公佈 2 月消費者物價指數、1 月貿易收支、 

日本公佈 2 月貿易收支 

騰訊控股（700）、 

中國鐵塔（788）、 

碧桂園服務（6098） 

（03 月 19 日） 

星期四 

美國公佈當日官方指標利率、截止當週申請失業金人數、 

每週消費者舒適指數、 

日本公佈 2 月消費者物價指數、1 月全產業活動指數 

 

長和（001）、 

香港中華煤氣（003）、 

中國移動（941）、 

長實集團（1113） 

（03 月 20 日） 

星期五 

 美國公佈 2 月成屋銷售 招金礦業（1818）、 

華潤啤酒（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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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大市回顧 

恒生指數過去六個月圖表（日線圖）                                                   

  

                                                                       資料來源： aastocks 

週一 (03/09):  收報 25,040 點，跌 1,106 點, 成交 1,696 億元 

週二 (03/10):  收報 25,392 點，升 352 點,   成交 1,410 億元 

週三 (03/11):  收報 25,231 點，跌 160 點,   成交 1,127 億元 

週四 (03/12):  收報 24,309 點，跌 922 點,   成交 1,523 億元 

週五 (03/13):  收報 24,032 點，跌 277 點,   成交 2,024 億元 

 

上週焦點 

➢ 上週肺炎疫情在海外持續發展疊加沙特發起石油戰，美國等多國股指多次發生熔斷，在史無前例的暴跌之

後，歐洲多國紛紛開始宣佈減息及禁止賣空。道指周累跌逾 10%，標準普爾 500 指數及納指累跌約 8%-9%，

美股步入熊市區。美股走勢歷史性波動，特朗普在上週五美股近收市時宣佈“國家緊急狀態”抗疫，將提

供 500 億美元援助，支援已連續兩天暴瀉的美股尾盤反彈 9%，標普 500 指數回到 2700 點附近。美國經濟

產生了較大影響，美聯儲週日將聯邦基金利率區間降至 0-0.25%近零，並啟動 7000 億美元量化寬鬆計劃，

存准降至零。 

 

➢ 上週原油暴跌是本輪全球股市下跌的引線，WTI 原油再度跌破 30 美元/桶，美債、黃金等傳統意義上具有避險

屬性的資產也都出現大幅波動；國際金價一路暴跌，COMEX 黃金價格在五個交易日內累計跌幅超過 8.5%；美債

收益率跌破 1%因極低而喪失避險屬性；VIX 指數最高飆升到 60 以上，直逼 2008 年次貸危機時高點。六大央行

聯手貨幣寬鬆抗擊新冠病毒，英國央行減息半厘至 0.25%未能刺激大市 。 

 

➢ A 股表現驚艷，受到外圍市場下跌影響短期影響而波動，上證綜指周跌不到 5%，跌幅遠低於全球其他市場，

從疫情防控、經濟發展的長期趨勢、政策空間和估值優勢來看，A股資產投資價值凸顯。中國央行 3月 16

日宣佈定向降准，釋放長期資金 5500 億元。統計局公佈中國一二月經濟數據遠低於預期，工業增加值、

固定資產投資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分別按年跌 13.5%、24.5%、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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