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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股近日連番暴瀉，雖然聯儲局及華府積極放水，但仍引起投資者情緒不安，今早亞洲股市動盪，港股
低開70點後跌幅逐步擴大，盤中一度試過低見21139點大跌1151點，為2016年年中以來的低位。午後
騰訊(00700)因業績關係逆市抽升逾3%，中移動(00941)年度純利表現勝市場預期，股份一度由跌轉
升。兩大重磅股表現造好，令大市跌幅收窄，最終恆指收報21709點，跌582點或跌2.61%，主板成交
1910.53億元升15%。國企指數報8559點，跌240點或跌2.74%。

油價跌至十八年新低油股受罪金價回落金股跟隨走勢

由於全球各地封關，令到原油需求大幅減少，美國原油期貨價格跌至十八年新低，而沙特能源部表示
未來數月將維持每日1230萬桶供應，令油價雪上加霜。中石化(00386)跌7.51%，見四年低位，報3.2
元；中石油(00857)跌3.46%，見11年低位，報2.23元；中海油(00883)跌6.84%，見4年低位，報6.4
元；中石化冠德(00934)跌4.83%，報2.56元；中海油服(02883)跌9.12%，報5.18元。

熊市下連黃金避隧作用亦退卻，現貨金現時跌穿1500美元水平，加上美元指數突破100大關，反映市
場對美元有強烈需求，令黃金價格進一步受挫。招金(01818)跌5.31%，報7.14元；紫金礦業(02899)
跌4.07%，報2.36元；山東黃金(01787)跌2.42%，報15.32元；中國黃金(02099)跌7.18%，報3.88
元；恆興黃金(02303)跌5.8%，報1.3元。

公用股走勢不一，煤氣(00003)收市後放榜，股價輕微高收0.28%，報14.58元；中電(00002)今日派
息，股價創兩年低位，跌6.37%，報69.85元；電能(00006)業績符合預期，惟今日股價創3年低位，跌
9.5%，報45.7元；港鐵(00066)見逾一年低位後反彈，惟收市跌0.13%，報38.8元；長建(01038)遭大
行唱淡，今日股價跌12.6%，報38.85元，為跌幅最大恆指成分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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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愈來愈似摧枯拉朽--歐洲確診總數超越中國，紐約市短短半日病例
即翻倍，加上東南亞、非洲再發酵；大恐慌觸發全球市場周三(18日)再上演「sell 
what can sell」，股債匯、原油和銅、黃金……泥沙俱下，一枝獨秀的唯有美元和
VIX。

零利率、萬億美元財政刺激、7500億歐元資產購買計劃、萬億日圓國債購買計劃等，
全顯藥石無靈，侵侵下一步會否採納對沖基金大鱷「封國30日」的激進建議，可謂凡
事皆有可能。另值得留意的是，中美關係正呈急速惡化，從侵侵近日頻頻提及「中國
病毒」可見，為連任而卸膊的他，對華突使「大殺招」恐已箭在弦上。

股債匯油金齊瀉，摩通估美元缺口12萬億

新冠肺炎全球確診直逼22萬例，其中歐洲累計逾8.5萬例超越中國；花旗國重災的紐約
市，短短半日病例即翻倍至近二千例，白宮已緊急派出海軍醫療鑑馳援；早前平靜的
東南亞、非洲疫情發酵，大馬警告或現海嘯式增長。面對眼下情勢，經濟學人智庫
(EIU)有關「病毒將感染全球一半人口，其中20%病例嚴重」的預測遠非危人聳聽。

恐慌未止，全球市場周三(18日)再上演「sell what can sell(賣所能賣)」，道指失守
20000點，一度跌穿侵侵上任時的19827點；十年期美債殖利率飆升逾30點子，幅度
為近40年來最大；非美貨幣血流成河，其中英鎊跌至35年最低(兌港幣曾失守9算)，離
岸人幣跌穿7.1；金價續跌逾3%，原油爆瀉至約20美元，「銅博士」則錄金融海嘯以
來最大單日跌幅。

相比之下，一枝獨秀的唯有美元和VIX，美匯指數升破101，錄1992年黑色星期三以來
最大的7天漲幅。隨著投資者「賣所能賣」地爭奪美元，FRA/OIS利差繼周初大幅回
落後再升破78，反映美元極度短缺(摩通估算缺口高達12萬億美元)，意味背負美元債
的企業和政府債務償還成本更貴，恐加劇本幣暴跌。



自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爆發後，美股近期暴升暴跌、短短一周內數度觸發「熔斷機制」，道指跌幅更是八七股災以來最慘，連俗稱「恐慌指數」的
VIX指數亦破頂。很多人認為全球海量放水及聯儲局劈息至零水平也無法挽救股市，除因疫情雙重夾擊供應鏈和需求鏈，導致消費「冰封」外，市場
的運作機制也導致今次波幅幾何級擴大！
. 
1.反向ETF擴市場波幅

指數股票型交易所買賣基金（ETF）近年成為投資者的入市選擇，最近更成為引發市場動盪的新工具。數據顯示，在三月的第一周，ETF產品為美國
交易所貢獻約三分之一股票交易量，較二月飆24%。就在上周一，ETF產品佔總交易量近四成，相當於投資者交易大約3,000億美元（約2.3萬億港
元）的ETF產品，是他們今年首幾周平均每日交易量的數倍。

另一大疑慮是投資者日益利用「具槓桿效果」的ETF來放大回報率，如三倍槓桿ETF及美股反向型ETF（即主力賭跌），加劇市場波動。ETF造市商
GTS主管Reginald Browne稱，近幾周市場流動性稀薄，故ETF變成避險與進行定向押注的首選。

2. 電腦程式交易失理性

此外，美股自今年二月中見頂以來多次暴瀉或狂彈，超越人類操盤的理性，就此，外媒指由電腦程式帶動的演算法是加劇市場波動的一股力量。

許多投資者及投資機構倚賴預設的演算法進行電腦化交易，這些交易由一系列輸入的指令進行操作，其中最重要的參數指令是市場的波動性。事實
上，在○八年金融海嘯後，程式會對一系列技術性因素進行反應。當早期市場仍由基本因素主導時，並試圖計算一家公司的盈利前景，當時並未太掌
握市場波動性的數據。惟現時對許多交易員而言，股票只在乎升跌，基本因素不是主要考量了。故股票的波動成為「電腦程式主導」買賣的判斷，一
旦股市的升跌幅達演算法機制門檻時，程式將啟動買入或沽出指令，加劇交易波動。

3. 疫情負面影響難預計

除了ETF及電腦程式，更重要的是疫情對企業盈利的衝擊難以估計！尤其是影響已從供應鏈擴至需求鏈，
即由工廠停工到消費者「被迫罷買」，使愈來愈多美國企業發盈警，當中不乏聯合航空、萬事達卡、可口可樂、
蘋果公司，以及微軟等知名巨企。由於距離首季業績公布仍有一段時間，投資者現時完全無法釐清「關舖」，
對企業收入及盈利所帶來的衝擊，少了現金流，許多中小企甚至可能陷入破產邊緣。這只會進一步拖累投資信心。

4. 聯儲局零息引發恐慌

最後當然少不了聯儲局狂減息至零水平，令市場解讀為當局已看出經濟或呈斷崖式崩潰，難免引起市場揣測。
金融市場流動性是否有問題？為何一口氣用盡子彈？均會加劇恐慌。



經濟通通訊社１９日專訊》澳洲央行今日宣布，再減四分一厘至０﹒２
５％，將由周五（２０日）在二級市場開始購買９００億澳元國債，三
年期公債收益率目標調整至約０﹒２５％
。
央行又指，在充分就業取得進展前，不會提高隔夜拆款利率目標，並相
信通脹率將可持續地保持在２至３％的目標區間內。央行將為銀行系統
提供定期融資安排，特別為中小企提供信貸支
持。（ａｌ）

擁有大量交易員在一間大廳裡喊來喊去，怎麼想都不覺得是個安全的防疫環境，而
顯然這也是紐約証交所必需正視的問題。因此，證交所宣佈了將由下週一起，關閉
位於紐約和舊金山的實體交易廳，改為全電子的交易。交易時間和相關金融活動都
保持不變，只是少了交易廳喊賣喊買的活動而已。

證交所何時能恢復正常營運，目前還是未知數，但本來實體交易所在現代就已經沒
有太大的存在必要性，或許轉向全電子後，眾人會發覺什麼差異也沒有也說不定。
不過紐約證交所還是有不少「儀式」的價值在，真的就此被捨棄的話，也是挺可惜
的呢。

紐約證交所將在下週一關閉交易廳，轉為全電
子交易

https://ir.theice.com/press/press-releases/all-categories/2020/03-18-2020-204202110


澳洲：3月20日晚上起封關
【更新日期 3月19日】
澳洲政府公布，3月20日晚上9時起，禁止所有外國人入境。
【更新日期 3月15日】
澳洲政府公布，午夜起所有入境的外籍人士都要自行隔離14日。澳洲政府以往封關措施，
是限制過去14日曾到訪／過境中國內地、韓國和伊朗的非澳洲公民，都不得進入澳洲。
新西蘭：20日凌晨起封關
【更新時間 3月19日】
新西蘭3月19日公布，20日凌晨起，禁止所有外國人入境。
【更新時間 3月16日】

https://bit.ly/2U6CzZb





官方自曝的可靠性果然夠高，昨天不小心在 Apple 官網留名的四款 iPad Pro 新型號，終於在今晚揭開了神秘的面
紗。果然如坊間流傳的消息一樣，廠方這次在新平板上引入了跟 iPhone 11 Pro 系列造型一致的多攝系統。不過它
是由 12MP 的主攝、10MP 的超廣角和另一顆 LiDAR 感應器組合而成，在能提供 4K 錄影等拍攝功能的同時，會更
偏向 AR 方面的應用。

按照官方說法，這款首度出現在 Apple 產品上的「突破性」LiDAR 感應器「無論在室內或室外」，都可以探測到 5 
米範圍內的物體。配合最新版 ARKit 中的 Scene Geometry API，開發者可以直接讓現有的 AR 應用實現更加好的
真實性和準確度。不光如此，Apple 還為新平板準備了擁有「Pro 效能」的 A12Z Bionic 處理器。它配備了八顆
GPU 核心，並且針對散熱架構和效能控制進行了加強，理論上應該足以應對各種 3D 應用的效能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Apple 還在新 iPad Pro 上啟用了「錄音室品質」的五麥克風。支援 P3 色域的 11 吋/12.9 吋
120Hz 螢幕和四揚聲器組合都得到了保留，在影音體驗上想來應該不會叫人失望。官方給出的續航時長是 10 個小
時，但不同版本在不同使用習慣下結果應該也會有差異。最後在軟體的部分，全新的 iPadOS 13.4（預計跟 iOS
13.4 一起在 3 月 24 日上線）果然引入了觸控板支援，而且廠方也適時地推出了帶觸控板的全新 Magic 
Keyboard 保護套。至於發售資訊，11 吋 iPad Pro 在中港台三地的起售價分別是 6,299 人民幣 / 6,399 港
幣 / 25,900 台幣，12.9 吋的型號則分別要價 7,899 人民幣 / 7,999 港幣 / 32,900 台幣起。其中香港已經可以下
單，中國大陸和台灣都會在近日發售。而新款 Magic Keyboard 也分為 11 吋和 12.9 吋的版本，兩者在三地的價
格分別是 2,399 人民幣 / 2,299 港幣 / 9,490 台幣和 2,699 人民幣 / 2,699 港幣 / 10,990 台幣，要到五月才會上
市。

https://chinese.engadget.com/chinese-2020-03-17-apple-accidentally-listed-new-ipad-pro-models.html
https://chinese.engadget.com/chinese-2019-09-17-apple-iphone-11-pro-and-pro-max-review.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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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o.skimresources.com/?id=129856X1608466&xs=1&url=https://www.apple.com/hk-zh/shop/product/MXQT2ZA/A/%E7%B2%BE%E5%A6%99%E9%8D%B5%E7%9B%A4%E9%81%A9%E7%94%A8%E6%96%BC-11-%E5%90%8B-ipad-pro-%E7%AC%AC-2-%E4%BB%A3-%E5%9C%8B%E9%9A%9B%E8%8B%B1%E6%96%87
https://go.skimresources.com/?id=129856X1608466&xs=1&url=https://www.apple.com/tw/shop/product/MXQT2TA/A/%E5%B7%A7%E6%8E%A7%E9%8D%B5%E7%9B%A4%E9%81%A9%E7%94%A8%E6%96%BC-11-%E5%90%8B-ipad-pro-%E7%AC%AC-2-%E4%BB%A3-%E4%B8%AD%E6%96%87-%E6%B3%A8%E9%9F%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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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MHK 發佈了目前最便宜的 5G 月費之後，香港另一家同樣擁有最多 5G 頻譜資
源的行動網路供應商 HKT 旗下的 CSL 和 1010 也在今天公佈各自的 5G 服務計劃，
而且更以「真正的 5G 服務」來形容。會有如此的自信，除了是現場測得的 1.3Gbps 
速度，還有他們善用了母公司香港電訊的各種服務產品，把 5G 行動網路服務和不同
應用整合一起，讓使用者不光有更快的連線速度，也能因此實際享受到更豐富的娛樂
體驗。

CSL 的 5G 計劃是以 8GB 起跳，定價 HK$198 起。80GB（HK$398）或以上的用
量計劃更將會連同 Now E「英超西甲」2020/21 4K 通行證、2 個月 MOOV 24-bit 高
解析度音樂服務、2 個月 5G VR app、和 4 個月 5G VR 遊戲服務，是以內容為王，
給用戶真正享受到 5G 高速、低時延的好處。1010 就是同樣的內容，80GB 以上用
量會再多加漫遊日費服務，自然定價也會上調至 8GB / HK$299 至最高 300GB / 
HK$759 了。

https://chinese.engadget.com/chinese-2020-03-19-cmhk-5g-pricing.html
https://chinese.engadget.com/chinese-2019-05-22-hkt-5g-tech-carniva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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