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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四亞洲股市個別發展，由於中國

和中國出口數據遠優於預期，北京

方面指中國的出口數據增長強勁，

美中緊張關係再度升溫，初段跌幅

有所回落。與去年同期相比，4月

份為3.5％。令人驚訝的是，投資

者猜測中國可能會比最初預計更快

擺脫封鎖。這使包括日本和韓國在

內的一些市場從最初的虧損中穩定

下來。

美國市場週四上升，納斯達克

（Nasdaq）抵銷了2020年的虧損，

早前以貝寶（PayPal）為首的一

系列樂觀盈利報告，投資者已消

化因疫情而引發的疲弱就業數據。

今年以來表現落後的能源，材料

和金融板塊在標準普爾500指數領

先，因中國工廠相競彌補由於冠

狀病毒而造成的銷售損失, 4月份

的出口出乎意料地增長。投資者

感到鼓舞。

美國國債收益率週四上升，因投

資者消化了長期債務供應增加的

前景，並且風險情緒持續改善。

財政部表示，將發行長期計劃的

20年期國債，並以比預期更快的

速度增加各種到期日的拍賣規模，

因此長期收益率週三上升。

石油價格週四下跌，儘管本週價

格仍大幅上升。

歐洲股市上升，因中國出口增長顯

示全球需求有一定的回彈力，而強

勁收益亦提振市場。 STOXX 600

上升1.1％，受零售和基本資源增

長所推動。全球最大鋼鐵生產商安

賽樂米塔爾(ArcelorMittal),表示因

疫情，其中期利潤有所下跌, 但其

第一季度利潤超出預期，該公司股

價上升6.8％。德國網上零售商

Zalando上升11.5％，早前該公司

表示，銷量已從封鎖初期階段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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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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 482 0.8 -1.4 -1.4 -14 -1.1 -8 -13.4 -21.3
美國 2,758 1.3 -0.8 -0.8 -9.8 0.2 -8.2 -12.7 -19.6
歐洲 1,385 1 -2.1 -2.1 -21.3 -2.5 -9.3 -14.4 -24.2
日本 2,914 -0.8 -2.3 -2.3 -14.2 -1.4 -9.1 -7 -16.6
新興市場 897 -0.2 -3 -3 -19.1 -4.7 -5.3 -15.4 -23.6
亞太區除日本外 465 -0.1 -2.9 -2.9 -15.4 -3.7 -4.2 -14 -20.7
亞洲除日本 594 -0.1 -2.6 -2.6 -13.3 -4.4 -2.9 -12 -18.4
澳大利亞 608 -0.2 -4.8 -4.8 -26.7 0.1 -11 -25.1 -33.2
香港 10,225 -0.7 -1.9 -1.9 -13 -4.5 -1.4 -12.2 -17.3
中國H 79.7 0.1 -1.9 -1.9 -6.4 -4.8 1 -6.6 -10.2
中國A 1,749 0 -0.1 -0.1 -3 -1.8 -0.4 -7.1 -9.2
韓國 389 -0.5 -2 -2 -17.7 -5.3 -7.4 -11.5 -22.4
台灣 393 0.3 -2.6 -2.6 -9.9 -4.7 -1.9 -13.4 -19
泰國 340 -1.6 -3.4 -3.4 -25.6 -8.6 -12.2 -17.4 -33.7
馬來西亞 271 Hol -2.6 -2.6 -17 -3.9 -6.4 -10.2 -19.2
新加坡 419 0.1 -2.3 -2.3 -24 -3.5 -7.1 -19.9 -28.2
印度尼西亞 554 Hol -4.4 -4.4 -35 -2.7 -11.9 -29.3 -39.4
印度 439 -0.5 -6.8 -6.8 -25.5 -0.8 -7.3 -25.1 -31.1
菲律賓 397 0.3 -0.8 -0.8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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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75.90 1 -1.9 -1.9 -15.7 -0.9 -9.8 -13.6 -22.7
納斯達克 8,980 1.4 1 1 0.4 2 -6.3 -10 -14
標普500 2,881 1.2 -1 -1 -10.2 0 -8.2 -12.4 -19.6
STOXX歐洲600指數 338 1.2 -0.4 -0.4 -17.7 -1.2 -8.3 -14.4 -22.5
富時100 5,936.00 1.5 0.7 0.7 -20.3 -3.4 -9 -13.4 -23.8
德国DAX指数 10,759.30 1.4 -0.9 -0.9 -18.8 -2 -8.4 -16.4 -25
巴黎CAC 40 4,501.40 1.5 -1.1 -1.1 -24 -2.7 -8.6 -17 -26.2
富時意大利MIB 17,245.00 0.5 -2.5 -2.5 -26.3 -0.8 -5.4 -22.4 -27.2
西班牙Ibex 35 6,731 0.9 -2.8 -2.8 -28.9 -1.6 -6.9 -22.1 -28.6
恒生指數 23,980.60 -0.7 -2.7 -2.7 -14.8 -6.7 -0.4 -9.5 -15.9
南韓綜合 255 -0.2 -1.4 -1.4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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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0.6 16.1 16.1 -55.3 -12.2 -13.2 -55.3 -65.9
WTI（％CHG） 24 -1.8 25 25 -61.4 -15.6 -8.7 -56.5 -66.5
美國10年基點 1 0 10 10 -63 -21 -24 -42 -65
美國 3月基點 0 -10.9 0 0 -93 0 -17 -90 -92
美國2年基點 0.13 -29.1 -31 -31 -92 -15 -34 -74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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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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不會就任何收件人士或任何類別人士，基
於本文資料或估算意見所引致的直接或間接損失作出任何擔保或賠償。過往表現，對經濟、證券市場或市場經濟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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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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