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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股市 一隻有望治療新型冠狀病毒的藥物失敗，週五股市大跌。美國數據顯示，商業活動創下歷史新低，

打壓了市場氣氛，抵銷了有關北京降低關鍵利率的消息。由於憂慮心經濟衰退程度超過預期，韓元走弱，香

港下跌了 0.6％，上海滬深 300指數下跌了 0.9％，首爾下跌了 1.3％。東京由於科技股下跌, 股市下跌了 0.9

％。 

歐洲市場 由於缺乏細節，投資者不願接受布魯塞爾最新的刺激計劃，歐洲市場下跌，而聚集於宏觀經濟數

據的疲弱。受 3 月份零售額暴跌和英鎊下跌拖累出口商，Euro Stoxx 600 收市下跌 1.1％，英國 FTSE 100

下跌 1.3％。航空和休閒類股受打擊最大，漢莎航空（Lufthansa）下跌 8％，早前該公司表示該航空公司未

來規模將縮小。客運下跌了 3.5％。 
  

美國股市 歐洲和亞洲股市收市後，美國股市在下午時段再度上市。微軟和蘋果是主要的推動力，而亞馬遜

本週的業績均創歷史新高。波音公司指將計劃 Dreamliner 的產量削減一半股價下跌 6％。某些州份將在本

週重開，儘管存在健康風險，但投資者對此感到鼓舞，這一消息使 VIX波動率指數跌至 3月初以來的最低水

平。 

 

美國國債收益率 週五美國國債收益率幾乎維持不變，原因是風險轉移至股票，並且投資者從聯儲局長期處

於低利率狀態。十年期國債收益率僅下跌 2 個基點，而 30 年期國債收益率僅下跌 1 個基點。 

 

油價  石油價格在動蕩的一週結束後在週五輕微上漲，布倫特原油上升 0.5％，WTI 上升 2.7％，儘管當天幾

乎沒更多新消息。布倫特原油價格為 21.44 美元，WTI 原油價格為 16.94 美元。 

 

MSCI 昨日收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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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3 0.4 -1.6 7 -15.8 -1.1 -8 -13.4 -21.3 
美國 2,706 1.4 -1.2 10.1 -11.5 0.2 -8.2 -12.7 -19.6 
歐洲 1,358 -1.2 -1.8 1.4 -23.2 -2.5 -9.3 -14.4 -24.2 
日本 2,881 -0.2 -1.8 1.8 -15.2 -1.4 -9.1 -7 -16.6 
新興市場 879 -1.4 -2.4 3.8 -20.7 -4.7 -5.3 -15.4 -23.6 
亞太區除日本外 456 -0.9 -2.6 4.6 -17 -3.7 -4.2 -14 -20.7 
亞洲除日本 584 -1.1 -2.3 4.2 -14.9 -4.4 -2.9 -12 -18.4 
澳大利亞 592 0.3 -4.3 6.8 -28.7 0.1 -11 -25.1 -33.2 
香港 10,153 -1 -3.4 4.5 -13.6 -4.5 -1.4 -12.2 -17.3 
中國 H 79 -0.8 -1.6 3.4 -7.2 -4.8 1 -6.6 -10.2 
中國 A 1,694 -1 -1.1 3.5 -6.1 -1.8 -0.4 -7.1 -9.2 
韓國 380 -1.8 -3.6 3.6 -19.6 -5.3 -7.4 -11.5 -22.4 
台灣 376 -0.4 -3.2 6.6 -13.7 -4.7 -1.9 -13.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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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 339 -1.5 1.2 11.6 -26 -8.6 -12.2 -17.4 -33.7 
馬來西亞 267 -0.9 -2.3 1.4 -18.1 -3.9 -6.4 -10.2 -19.2 
新加坡 401 -0.9 -3.4 1.2 -27.3 -3.5 -7.1 -19.9 -28.2 
印度尼西亞 520 -3.1 -4 0.8 -38.9 -2.7 -11.9 -29.3 -39.4 
印度 430 -2.3 -1.7 6.1 -26.9 -0.8 -7.3 -25.1 -31.1 
菲律賓 379 -2.6 -5.8 3.2 -29.8 -8 -5.9 -21.4 -32 

本地指數 昨日收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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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瓊斯工業平均指

數 
23,775.30 1.1 -1.9 8.6 -16.1 -0.9 -9.8 -13.6 -22.7 

納斯達克 8,634.50 1.7 -0.2 12.2 -3.5 2 -6.3 -10 -14 
標普 500 2,836.70 1.4 -1.3 9.9 -11.7 0 -8.2 -12.4 -19.6 
STOXX歐洲 600

指數 
329.6 -1.1 -1.1 3.1 -20 -1.2 -8.3 -14.4 -22.5 

富時 100 5,752.20 -1.2 -0.5 1.3 -22.9 -3.4 -9 -13.4 -23.8 
德国 DAX指数 10,336.10 -1.7 -2.7 4 -22 -2 -8.4 -16.4 -25 
巴黎 CAC 40 4,393.30 -1.3 -2.3 0 -26.2 -2.7 -8.6 -17 -26.2 
富時意大利 MIB 16,858.90 -0.9 -1.1 -1.1 -27.9 -0.8 -5.4 -22.4 -27.2 
西班牙 Ibex 35 6,613.90 -2 -3.8 -2.1 -30.1 -1.6 -6.9 -22.1 -28.6 
恒生指數 23,831.30 -0.6 -2.3 0.6 -15.4 -6.7 -0.4 -9.5 -15.9 
南韓綜合 250.3 -1.4 -1.9 5.7 -14.6 -3.1 -5.8 -11.4 -19.2 

債券和商品 昨日收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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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0 -23.7 -4.8 -67.6 -12.2 -13.2 -55.3 -65.9 
WTI（％CHG） 15.7 1.3 -14.1 -23.3 -74.3 -15.6 -8.7 -56.5 -66.5 
美國 10 年基點 0.6 -2 -9 -11 -69 -21 -24 -42 -65 
美國 3 月基點 0.12 11.9 -2 -8 -92 0 -17 -90 -92 
美國 2 年基點 0.22 -1.4 5 -5 -86 -15 -34 -74 -85 

MSCI 昨日收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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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0.20 -1.70 -1.90 0.30 -28.60 -3.80 -11.90 -16.00 -
28.80 

德國 1597.7 -1.6 -2.9 3.2 -24.6 -3.1 -9.2 -17 -27 

法國 1,455.30 -1.40 -2.80 -1.00 -28.20 -3.40 -8.90 -17.60 -
27.50 

意大利 190.3 -1.3 -2.6 -4.3 -32.3 -2.1 -6.7 -22.5 -29.2 

西班牙 288.80 -2.10 -4.30 -4.40 -32.80 -2.70 -7.30 -22.10 -
29.70 

奧地利 317 -0.9 0.2 2.9 -36.4 -4.5 -10.2 -28 -38.2 

荷蘭 2,914.90 -0.60 -0.30 5.00 -16.70 -3.00 -7.90 -11.20 -
20.60 

希臘 14.3 -1.7 -2.1 1.4 -44.4 -4.9 -22.1 -26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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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 5,758.90 0.00 -0.10 4.30 -7.30 0.80 -7.90 -4.20 -
11.10 

MSCI 昨日收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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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興歐洲，中東和

非洲 
184.1 -0.4 0.4 5.6 -30.2 -4.8 -12 -21.1 -33.9 

新興市場價值 149 -1.3 -2.6 2.1 -26.4 -6.7 -6.4 -17.5 -28 
亞太日本除外價值 122.9 -0.8 -2.5 3.3 -22.2 -5.5 -5.1 -16 -24.7 
拉丁美洲 1,502 -5.9 -8.8 -4.5 -48 -5.6 -12 -34.5 -45.6 
巴西 1,104 -9 -11.5 -5.7 -53.1 -7.5 -13 -38.2 -50.2 
墨西哥 2,884 0.1 -3.8 -5.8 -39.2 1.4 -10 -29.2 -35.4 
智利 891 -1.7 -4.8 4.4 -30.4 -7.6 -12.3 -17.8 -33.4 
新西蘭 162 -0.3 -3.5 6.9 -10.6 -0.7 -5.1 -11.2 -16.3 
亞洲日本除外小型

股 
800 -1 -1.2 8.6 -19.5 -4.4 -4.5 -18.8 -25.9 

已開發國家 1,988 0.7 -1.4 7.4 -15.1 -0.6 -8.4 -13.2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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