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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股市 週五亞洲市場上升，因投資者消化了中國第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的收縮，反因對疫情正在放緩

以及該地區經濟刺激計劃奏效的期望而反彈。隨著韓元走強，香港上升 1.6％，上海上升 0.7％，首爾上

升超過 3％。區內股市亦上升，因有消息指美國正在考慮開放，導致東京股市在上升 3.2％之後創下六周

高點。東南亞市場上升，馬尼拉反彈近 5％。 

歐洲市場 白宮宣布重新開放美國經濟計劃後，歐洲股市在亞洲股市上升後反彈。礦業股是升幅最大的股

票之一，商品價格獲得支持，而空中巴士公司是最表現佳股票股之一，上升 7％，早前波音宣布將重啟

生產。歐洲能源斯托克 600 指數收盤上升 2.6％，富時 100 指數收市上升 2.8％，能源龍頭英國石油和

殼牌分別因原油價格上升而分別上升 4％和 5.5％。 
  

美國股市 在波音的帶動下，美國股市週五再度上升，波音上升 15％，因製藥商吉利德（Gilead）有意

重啟西雅圖生產的消息；飆升 10％，原因有報告指嚴重度新型冠狀病毒狀者對其瑞德西韋藥物有反應。

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上升了 3％，標準普爾 500 指數上升了 2.7％，納斯達克指數上升了 1.4％，許多股

票因白宮計劃重新開放美國經濟計劃而上升。連續四天下跌後，銀行成為領先升幅的股票，市場期望最

壞情況將過去。 

 

美國國債收益率 在聯儲局本周宣布，隨著市場開始趨於穩定，美國國債購買量下跌後，美國國債收益率

連續四天上升。但是，收益率小，因為收益率早前跌至兩週低點，僅在當日稍後反彈。 

 

油價 在疲弱的中國經濟數據和美國原油庫儲接近飽和的情況下，另外加上美國經濟重新開放的利好消息，

石油個別發展。布倫特原油收高 1％，但 WTI 跌至 18.27 美元，一周下跌 20％。 

 

MSCI 昨日 上週 月初至今 年初至今 
2020 年 1

月 

2020 年 2

月 

2020 年 3

月 
自 1 月 17 日 

世界 2.6 2.2 8.7 -14.4 -1.1 -8 -13.4 -21.3 
發達世界 2.7 2.3 9 -13.8 -0.6 -8.4 -13.2 -20.9 
美國 2.7 3.2 11.5 -10.4 0.2 -8.2 -12.7 -19.6 
歐洲 3 0 3.2 -21.8 -2.5 -9.3 -14.4 -24.2 
日本 1.8 2 3.7 -13.6 -1.4 -9.1 -7 -16.6 
新興市場 1.9 1.5 6.3 -18.7 -4.7 -5.3 -15.4 -23.6 

MSCI 昨日 上週 月初至今 年初至今 
2020 年 1

月 

2020 年 2

月 

2020 年 3

月 
自 1 月 17 日 

亞太區除日本外 2.1 2.8 7.4 -14.8 -3.7 -4.2 -14 -20.7 
亞洲除日本 2.1 2.8 6.8 -12.8 -4.4 -2.9 -12 -18.4 
亞洲前日本小型股 1.9 3.5 9.9 -18.6 -4.4 -4.5 -18.8 -25.9 
澳大利亞 2.2 2.1 11.6 -25.5 0.1 -11 -25.1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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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蘭 4 7.6 10.7 -7.4 -0.7 -5.1 -11.2 -16.3 
香港 2.3 1.7 8.2 -10.6 -4.5 -1.4 -12.2 -17.3 
中國 H 0.6 2.6 5.1 -5.6 -4.8 1 -6.6 -10.2 
中國 A 0.9 1.7 4.6 -5 -1.8 -0.4 -7.1 -9.2 
韓國 4.3 3.2 7.5 -16.6 -5.3 -7.4 -11.5 -22.4 
台灣 3.3 5.4 10 -10.9 -4.7 -1.9 -13.4 -19 
泰國 4 1.4 10.2 -26.9 -8.6 -12.2 -17.4 -33.7 
馬來西亞 1.6 2.8 3.8 -16.1 -3.9 -6.4 -10.2 -19.2 
新加坡 0.4 1 4.8 -24.7 -3.5 -7.1 -19.9 -28.2 
印度尼西亞 6.3 1.5 5 -36.4 -2.7 -11.9 -29.3 -39.4 
印度 3.3 2 7.9 -25.7 -0.8 -7.3 -25.1 -31.1 
菲律賓 4.8 5.2 9.6 -25.5 -8 -5.9 -21.4 -32 

MSCI 昨日 上週 月初至今 年初至今 
2020 年 1

月 

2020 年 2

月 

2020 年 3

月 
自 1 月 17 日 

英國 3.3 -0.6 2.2 -27.2 -3.8 -11.9 -16 -28.8 
德國 3.3 0.2 6.3 -22.4 -3.1 -9.2 -17 -27 
法國 3.9 -0.9 1.8 -26.1 -3.4 -8.9 -17.6 -27.5 
意大利 1.9 -3.9 -1.7 -30.4 -2.1 -6.7 -22.5 -29.2 
西班牙 1.7 -3.7 -0.1 -29.8 -2.7 -7.3 -22.1 -29.7 
奧地利 3.5 -5.4 2.7 -36.5 -4.5 -10.2 -28 -38.2 
荷蘭 1.6 1 5.4 -16.4 -3 -7.9 -11.2 -20.6 
希臘 0.4 -4.1 3.6 -43.2 -4.9 -22.1 -26 -45.1 
瑞士 2.2 2.2 4.4 -7.2 0.8 -7.9 -4.2 -11.1 

MSCI 昨日 上週 月初至今 年初至今 
2020 年 1

月 

2020 年 2

月 

2020 年 3

月 
自 1 月 17 日 

歐洲，中東和非洲 0.4 -4.8 5.2 -30.4 -4.8 -12 -21.1 -33.9 
新興市場價值 1.9 -0.3 4.9 -24.4 -6.7 -6.4 -17.5 -28 
亞太區(日本除外)價值 1.9 1.1 5.9 -20.3 -5.5 -5.1 -16 -24.7 
拉丁美洲 1.5 -2.4 4.8 -43 -5.6 -12 -34.5 -45.6 
巴西 1 -2.9 6.5 -47 -7.5 -13 -38.2 -50.2 
墨西哥 3.8 -2.8 -2 -36.8 1.4 -10 -29.2 -35.4 
智利 0.9 -1.6 9.6 -27 -7.6 -12.3 -17.8 -33.4 

本地指數 昨日 上週 月初至今 年初至今 
2020 年 1

月 

2020 年 2

月 

2020 年 3

月 
自 1 月 17 日 

道瓊斯工業平均 3 2.2 10.7 -14.5 -0.9 -9.8 -13.6 -22.7 
納斯達克 1.4 6.1 12.4 -3.3 2 -6.3 -10 -14 
標普 500 2.7 3.1 11.3 -10.5 0 -8.2 -12.4 -19.6 
道瓊歐洲  2.6 0.6 4.3 -19.2 -1.2 -8.3 -14.4 -22.5 
富時 100 2.8 -0.9 1.8 -22.5 -3.4 -9 -13.4 -23.8 
法蘭克福 DAX 3.2 0.6 6.9 -19.8 -2 -8.4 -16.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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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 CAC 40 3.4 -0.2 2.3 -24.4 -2.7 -8.6 -17 -26.2 
富時意大利 MIB 1.7 -3.2 0 -27.2 -0.8 -5.4 -22.4 -27.2 
西班牙 Ibex 35 1.7 -2.8 1.8 -27.3 -1.6 -6.9 -22.1 -28.6 
恒生指數 1.6 0.3 3 -13.4 -6.7 -0.4 -9.5 -15.9 
南韓綜合 3.2 2.8 7.7 -13 -3.1 -5.8 -11.4 -19.2 

債券和商品 昨日 上週 月初至今 年初至今 
2020 年 1

月 

2020 年 2

月 

2020 年 3

月 
自 1 月 17 日 

布倫特（％CHG） 1 -11.2 24.7 -57.5 -12.2 -13.2 -55.3 -65.9 
WTI（％CHG） -8 -20.8 -3 -67.5 -15.6 -8.7 -56.5 -66.5 
美國 10 年基點 5 -9 -2 -66 -21 -24 -42 -65 
美國 3 月基點 -2 -47 -6 -92 0 -17 -90 -92 
美國 2 年基點 0 -8 -10 -87 -15 -34 -74 -85 

 

 

 

  

 
 
 

資料來源：瀚亞投資(新加坡)有限公司  

本文由瀚亞投資（香港）有限公司(「瀚亞投資香港」)編制，僅供數據參考。未經事先書面同意，不得翻印、刊發、傳閱、復制或分派本文全部

或部份予其它任何人士。本文並不構成任何證券之認購、買入或沽售的要約或建議。投資者未獨立核實本文內容前，不應採取行動。本文所載

任何意見或估算資料可能作出變更，恕不另行通告。本文所載資料並未就任何人士的特定投資目標、財務狀況或特殊需要作出考慮；因此，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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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市場經濟走勢的預測、推斷、或估算，未必代表任何瀚亞投資香港或瀚亞投資基金將來或有可能達致的表現。投資的價值及其收益，可跌亦

可升。投資涉及風險，投資者或無法取回最初投資之金額。瀚亞投資香港是英國 Prudential plc. 的全資附屬公司。瀚亞投資香港和 Prudential 

plc. 與一家主要在美國營運的 Prudential Financial, Inc., 沒有任何關係。本文由瀚亞投資(香港)有限公司刊發，並未經香港證監會審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