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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股市 週一，在新型冠狀病毒個案減少後，亞洲股市受中國帶動，並希望北京方面可以通過新的刺激措

施。滬深 300 指數收高 0.7％。在金融和房地產股的帶動下，香港股市收市上升 1.9％。東京股市收高 2.7

％，因日本央行將購買無限量政府債券以及盈利優於預期。首爾收高 1.8％，台北收高 2.1％。東南亞亦有

所增長，儘管回報較低。 

歐洲市場 歐洲市場受惠於德國銀行集團德意志銀行和航空股的更多利好企業消息，增加了對該行業救助的

討論。製藥商拜耳（Bayer）的股票上升 6％，其業績優於預期，有助法蘭克福股市上升了 3％，Eurostoxx 

600 股市上升 1.8％。某家信貸機構將米蘭的評級維持不變後，米蘭上升了 3％，但空中巴士表示，巴黎可

能會無可避免裁員，使巴黎陷入困境。在銀行股的帶領下，富時 100 指數收高 1.6％。 
  

美國股市 週一，美國市場上升約 1％，因期望鎖定限制在某些州份會開始放鬆。本週，盈利季節開始，許多

分析師預測盈利同比下跌 15％。本週公佈的包括Apple，波音，卡特彼勒，Facebook和蘋果。與此同時，

特斯拉（Tesla）推動納斯達克（Nasdaq）上升，早前有報導指該公司已開始召回部分工人到其位於加州的

工廠，從而使納斯達克（Nasdaq）上升。能源股受拖累，因原油價格再次下跌而拖累指數。 

 

美國國債收益率 儘管實施刺激措施後供應激增，美國 2 年期和 5 年期國債拍賣成功結束，美國國債收益率

小幅上升。10 年期國債收益率上升 6 個基點。 

 

油價  週一，石油價格再次暴跌，WTI 指數一度下跌 25％，據報導，存儲設施僅剩三個星期才達到產能。 6

月期貨合約的技術性拋盤亦承壓。 WTI 最終收於 12.75 美元，布倫特原油價格首次跌破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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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 1.8 1.3 8.9 -14.3 -1.1 -8 -13.4 -21.3 
美國 2,748 1.6 2.1 11.9 -10.1 0.2 -8.2 -12.7 -19.6 
歐洲 1,386 2.2 -0.2 3.6 -21.5 -2.5 -9.3 -14.4 -24.2 
日本 2,944 2.2 1.3 4 -13.3 -1.4 -9.1 -7 -16.6 
新興市場 895 1.8 -0.4 5.7 -19.2 -4.7 -5.3 -15.4 -23.6 
亞太區除日本外 465 1.9 -0.3 6.6 -15.5 -3.7 -4.2 -14 -20.7 
亞洲除日本 594 1.8 -0.4 6.1 -13.4 -4.4 -2.9 -12 -18.4 
澳大利亞 608 2.7 0.5 9.7 -26.8 0.1 -11 -25.1 -33.2 
香港 10,316 1.6 -1 6.1 -12.3 -4.5 -1.4 -12.2 -17.3 
中國 H 80.3 1.6 -0.4 5 -5.7 -4.8 1 -6.6 -10.2 
中國 A 1,706 0.7 -0.9 4.2 -5.4 -1.8 -0.4 -7.1 -9.2 
韓國 389 2.6 0.4 6.3 -17.5 -5.3 -7.4 -11.5 -22.4 
台灣 385 2.2 -0.7 8.9 -11.8 -4.7 -1.9 -13.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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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 342 0.8 -0.5 12.5 -25.4 -8.6 -12.2 -17.4 -33.7 
馬來西亞 267 0.1 -2.5 1.5 -17.9 -3.9 -6.4 -10.2 -19.2 
新加坡 409 2.2 -1.3 3.4 -25.7 -3.5 -7.1 -19.9 -28.2 
印度尼西亞 526 1.1 -1.1 2 -38.3 -2.7 -11.9 -29.3 -39.4 
印度 438 1.8 0.6 8.1 -25.6 -0.8 -7.3 -25.1 -31.1 
菲律賓 380 0.3 -4.8 3.5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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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33.80 1.5 2.1 10.3 -14.8 -0.9 -9.8 -13.6 -22.7 

納斯達克 8,730.20 1.1 2 13.4 -2.4 2 -6.3 -10 -14 
標普 500 2,878.50 1.5 2 11.5 -10.4 0 -8.2 -12.4 -19.6 
STOXX歐洲

600 指數 
335.4 1.9 0.1 5.1 -18.5 -1.2 -8.3 -14.4 -22.5 

富時 100 5,846.80 1.6 0.7 2.9 -21.6 -3.4 -9 -13.4 -23.8 
德国 DAX指数 10,660.00 3.1 -0.2 7.3 -19.5 -2 -8.4 -16.4 -25 
巴黎 CAC 40 4,505.30 2.6 -0.5 2.5 -24.3 -2.7 -8.6 -17 -26.2 
富時意大利

MIB 
17,380.20 3.1 1.9 2 -25.7 -0.8 -5.4 -22.4 -27.2 

西班牙 Ibex 35 6,731.80 1.8 -1.5 -0.4 -28.9 -1.6 -6.9 -22.1 -28.6 
恒生指數 24,280.10 1.9 -0.2 2.5 -13.8 -6.7 -0.4 -9.5 -15.9 
南韓綜合 254.8 1.8 1.1 7.6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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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6.2 -21.3 -10.7 -69.6 -12.2 -13.2 -55.3 -65.9 

WTI（％CHG） 12.8 -18.6 -134 -37.6 -79.1 -15.6 -8.7 -56.5 -66.5 
美國 10 年基點 NA 0 -3 -11 -69 -21 -24 -42 -65 
美國 3 月基點 0.11 -6.6 13 -14 -93 0 -17 -90 -92 
美國 2 年基點 0.23 4.6 1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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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9.2 2.3 0 2.5 -27 -3.8 -11.9 -16 -28.8 
德國 1,648.80 3.2 -0.2 6.5 -22.2 -3.1 -9.2 -17 -27 
法國 1,496.30 2.8 -0.5 1.8 -26.2 -3.4 -8.9 -17.6 -27.5 
意大利 196.2 3.1 0.4 -1.4 -30.2 -2.1 -6.7 -22.5 -29.2 
西班牙 294.7 2.1 -1.7 -2.4 -31.4 -2.7 -7.3 -22.1 -29.7 
奧地利 321 1.3 2 4.2 -35.6 -4.5 -10.2 -28 -38.2 
荷蘭 2,959.00 1.7 0.2 6.8 -15.2 -3 -7.9 -11.2 -20.6 
希臘 14.8 3.5 1.4 5 -42.4 -4.9 -22.1 -26 -45.1 
瑞士 5,797.10 1.3 -0.6 5.7 -6.1 0.8 -7.9 -4.2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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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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1.1 2 6.7 -29.4 -4.8 -12 -21.1 -33.9 

新興市場價值 151.9 2 -0.3 4.1 -25 -6.7 -6.4 -17.5 -28 
亞太日本除外價

值 
125.1 1.8 -0.2 5.2 -20.8 -5.5 -5.1 -16 -24.7 

拉丁美洲 1,555 3.5 -4.9 -1.1 -46.2 -5.6 -12 -34.5 -45.6 
巴西 1,156 4.7 -7 -1.4 -50.9 -7.5 -13 -38.2 -50.2 
墨西哥 2,918 1.2 -1.7 -4.7 -38.5 1.4 -10 -29.2 -35.4 
智利 926 4 1.7 8.5 -27.7 -7.6 -12.3 -17.8 -33.4 
新西蘭 163 0.9 -3.3 7.9 -9.8 -0.7 -5.1 -11.2 -16.3 
亞洲日本除外小

型股 
815 1.9 0.1 10.7 -18 -4.4 -4.5 -18.8 -25.9 

已開發國家 2,022 1.8 1.5 9.3 -13.6 -0.6 -8.4 -13.2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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