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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繼續憂慮疫情，恒指低開31點至
27,698點後反彈，升至28,000點附近。如看
好恒指，可留意恒指牛證(62707)，收回價
27,200點，2022年1月到期，實際槓桿53
倍。如看淡恒指，可留意恒指熊證
(50909)，收回價28,200點，今年6月到期，
實際槓桿48倍。

雲計算惠業績 阿里購21233可吼
受惠於內地零售商業業務及雲計算的強

勁收入增長帶動，阿里(9988)的2019年收入
按年增加38%至1,614.56億元人民幣，純利
523.09億元人民幣，增長58%，業績勝預
期。阿里股價在217元附近爭持，如看好阿
里，可留意阿里牛證(58640)，收回價204.28
元，2020年8月到期，實際槓桿22倍。如
看好阿里，可留意阿里認購證(21233)，行
使價246元，今年6月到期，實際槓桿10
倍。如看淡阿里，可留意阿里熊證
(58730)，收回價220.28元，今年8月到期，
實際槓桿16倍。如看淡阿里，可留意阿里
認沽證(18236)，行使價190元，今年7月到
期，實際槓桿8倍。
騰訊（0700）股價再創年內新高420元，

過去5日有4,300萬元和1,200萬元分別流入
騰訊認沽證和熊證。如看淡騰訊，可留意騰
訊認沽證(20055)，行使價375.55元，今年6
月到期，實際槓桿8倍。
如看淡騰訊，可留意騰訊熊證(50169)，

收回價425元，今年6月到期，實際槓桿49
倍。如看好騰訊，可留意騰訊認購證
(21144)，行使價457.08元，今年7月到期，

實際槓桿9倍。如看好騰訊，可留意騰訊牛
證(63606)，收回價 397.5 元，今年 6月到
期，實際槓桿15倍。
平保（2318）暫時守住90元以上，如看

好平保，可留意平保認購證(20050)，行使
價103.13元，今年5月到期，實際槓桿15
倍。如看淡平保，可留意平保認沽證
(21339)，行使價80.83元，今年6月到期，
實際槓桿11倍。如看好國壽（2628），可
留意國壽認購證(21884)，行使價22.9元，
2020年8月到期，實際槓桿7倍。

美團好淡爭持 看好關注12758
美團（3690）股價在100元附近爭持，如

看好美團，可留意美團認購證(12758)，行
使價110.93元，今年6月到期，實際槓桿7
倍。另外，也可留意美團認購證(21548)，
行使價106.16元，今年5月到期，實際槓桿
6倍。也可留意美團牛證（51304），收回
價 92.88 元，今年 6月到期，實際槓桿 7
倍。如看淡美團，可留意美團認沽證
(21543)，行使價94.23元，今年6月到期，
實際槓桿 5 倍。也可留意美團熊證
（51305），收回價110.88元，今年9月到
期，實際槓桿9倍。
本資料由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

員會持牌人中銀國際亞洲有限公司
(「本公司」)發出，其內容僅供參考，
惟不保證該等資料絕對正確，亦不對由
於任何資料不準確或遺漏所引起之損失
負上責任。

騰訊股價創年內新高
看好關注認購證21144

中銀國際股票衍生產品董事 朱紅

疫情憂慮續支撐金價出擊金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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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保監會的通知稱，鼓勵保
險機構通過減費讓利、適

度延後保費繳納時間等方式，
支持受疫情影響較重企業渡過
暫時難關；鼓勵銀行保險機構
積極拓展服務領域，在支付結
算、融資規劃、產銷支持等更
多領域，發揮機構自身優勢，
提供特色產品、專業諮詢等增
值服務。
通知要求，各金融機構要用足
用好中央政策，專設機制、充分
授權、主動對接，降低融資成

本，提供優惠利率和優質金融服
務，支持企業恢復產能和擴大生
產。鼓勵保險機構結合自身情
況，為身處疫情防控一線的工作
人員提供意外、健康、養老、醫
療等優惠保險服務。

促予防控一線人員保險優惠
銀保監會同時指出，金融機構

要積極幫扶遇困小微企業、個體
工商戶。做好轄內小微企業和個
體工商戶的服務對接和需求調
查，對受疫情影響暫時遇到困

難、仍有良好發展前景的小微客
戶，積極通過調整還款付息安
排、適度降低貸款利率、完善展
期續貸銜接等措施進行紓困幫
扶。

提高「首貸率」幫扶小微企
加大對普惠金融領域的內部資

源傾斜，提高小微企業「首貸
率」和信用貸款佔比，進一步降
低小微企業綜合融資成本。加大
企業財產保險、安全生產責任保
險、出口信用保險等業務拓展力

度，為小微企業生產經營提供更
多保障。

穩健貨幣政策前提未改
此外，通知還提出要提高線上

金融服務效率、加強線下配套服
務和宣傳引導等。中央金融監管
官員表示，當前企業復產復工仍
有一定過程，給價格穩定帶來壓
力，但穩健貨幣政策前提未改，
絕對不會出現大規模通脹；監管
層對不良貸款增加有心理準備，
該問題會得到穩妥解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岑健樂）受累於內地新
冠肺炎疫情持續，香港工商業受創。數據顯
示，上月港島區甲廈空置率按月錄得普遍上
升，工廈交投則價量齊跌。 據中原（工商
舖）統計，1月份港島核心商業區甲廈空置率
大致向上，包括金鐘、中環、上環及灣仔，升
幅約0.07至0.53個百分點不等。空置率上升反
映租戶承租步伐放緩，個別企業甚至結業，市
況趨淡令業主心態回軟，擴闊議價空間，更願
意減租吸客，寫字樓市場租金下調勢持續。
港島包括金鐘、銅鑼灣、中環、上環及灣仔
5個地區甲級商廈空置率，除銅鑼灣有輕微下

調約0.22百分點外，其餘4個地區空置率上
升，當中以灣仔區升幅最大，由去年12月約
5.91%上升至1月約6.44%，升幅約0.53百分
點；中環位居第二，按月增加0.34百分點，至
1月約3.83%。中原(工商舖)寫字樓部董事陳雁
樓預期，短期內指標商廈空置率上升情況將會
持續，同時減租個案亦會繼續湧現。

工廈物業售價跌0.4%
工廈方面，美聯工商舖資料研究部資料顯
示，1月份整體工廈物業售價按月跌0.4%；其
中荃灣區錄得最大跌幅，按月下跌1.3%，最新

呎價為4,041元。註冊宗數則錄104宗，按月
下挫12.6%，創有記錄(1996年)以來歷史新
低。至於成交金額則錄約6.89億元，按月回落
18.5%。

銀保監：延長「戰疫」企業貸款期

尋潘偉利、成麗欣
見字後請即致電內地電話：
13268160986或香港電話：
（852）2835 7560與香港國
際社會服務社社工孔小姐聯
絡，以商討在香港出生女兒
（2003年 12月 15日）的撫
養及福利事宜。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銀保監會指出，

要及時掌握企業信息，優化信貸流程，

合理延長貸款期限，有效減費降息，全

面服務受疫情影響企業復工復產；同

時，全力支持疫情防控企業擴大產能，

做好治療藥物、疫苗研發等衛生醫療重

點領域及相關企業的融資支持。

上月工商廈市場兩淡

新冠肺炎確診個案由1 月中下旬以來持
續上升之際，市場曾非常憂慮疫情持續會
拖累環球經濟。資金流入債券資產，美國
10 年期國債息率自1 月中1.8%水平曾一

度跌至低位1.5%，其間投資級別美元債券表現向好，當
中長年期債券明顯受惠美債息下滑。
以美國投資級別債券為例，彭博巴克萊美國綜合債券7年

至10 年指數於1月份最後兩周上升逾2%，而代表年期較短
債券的1年至3年指數升約0.5%；留意當投資者對疫情的憂
慮於2月初後慢慢稍有減退，美國長債息率迅速有所反彈，
而長年期債券立刻回吐升幅，短年期債走勢則屬平穩。

短年期投資級別美債趨穩
短年期美元投資級別債券波動性的確普遍較其它投資資

產類別低，不論未來疫情風險事件如何發展，料有關資產
或可以作為投資組合的重要穩定劑。
股市方面，受新型肺炎疫情憂慮影響下，股票等高風險
資產面對一定沽壓，留意仍有一些股市近期並不特別受疫
情影響。跌幅較明顯的恒生指數由1 月中高位曾經連續急
跌最多達10%，但同期間美國股市變動不算大，主要受益
於市場對美國就業和消費情況相當樂觀，加上美企上季度
業績公佈多優於預期，及以美國本土收入為主之大型企業
應不受影響所致。
就亞洲區本身來看，印度股市可以說是本輪疫情下受影

響相對較輕的亞洲股市。因印度出口對中國的依賴度較亞
洲其他地區為低。相對疫情，印度股市表現對當地政府政
策更為敏感。印度政府早前發佈的預算案雖不受股市投資
者歡迎而有所下跌，但近期公佈的採購經理人指數表現理
想，加上印度央行續表示將維持寬鬆立場及推出非常規措
施以降低借貸成本，印度股市因而回升。

公用高息金融股防守性強
環球股市板塊方面，現時仍有多個板塊並未受疫情風險

事件所影響，當中包括：公用、地產、房地產信託以及高
息金融股。而以上板塊亦各有其特點，公用股一般在波動
市中為股市之防守板塊；環球地產股中亦有許多上市房地
產信託，在低息環境中充當為另一收息選擇；另外金融股
一般受惠於投資者看好央行擴大資產負債表之前景。最後
科技板塊方面，雖然市場對科技股增長潛力充滿樂觀預
期，但需注意目前板塊估值已相當高。

環球多元化股債策略降風險
投資策略方面，筆者認為投資於環球優質大型股或較大

市波幅低且分散於各板塊的投資組合，有助降低單一市場
或單一板塊的風險。另外，環球多元化股債策略，也適合
於目前環球央行保持寬鬆或低息環境。就投資某一地區而
言，無論是美國、歐元區或是亞洲，地區性的股債混合組
合之波動性較一般股市或高風險資產為低，長期而言，料
能於地緣政治風險出現及疫情發展不確定性高的環境下帶
來較穩定的表現。

（以上資料只供參考，並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

倫敦黃金在上周持穩走高，周五升
見1,583.76美元，為2月3日以來最
高，因對新冠肺炎疫情規模的疑慮重
燃，支持對避險資產的需求。湖北省
將臨床診斷病例數納入確診病例數進
行公佈，導致上周四公佈的新增確診
病例大幅度飊升，這觸及市場人士的
避險情緒。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打擊，中國經濟
本季度增速很大機會將創下金融危機
以來最慢。此外，周五公佈的美國經
濟數據較為疲弱，打壓美元，並給予

金價進一步的上升動力，升見至1,580
美元上方。數據顯示，美國1月工業
生產下降0.3%，因反常的溫暖天氣壓
低了公用事業的產出，且波音公司降
低了民用飛機的生產；製Q造業產出
較前月下降0.1%。

上方阻力料於1588水位
技術圖表而言，隨着上周金價走

高，25天平均線已失而復得，而上周
多日低位亦在此獲支撐，料金價短期
可望繼續喘穩，目前25天平均線處於

1,565美元，下一級支持看至1,550美
元。另外，尤其值得留意的是，從去
年11月低位1,445美元，至今年初高
位1,610.90美元，累計升幅逾65美
元，三分一的回吐幅度為 1,547 美
元，正接近於前一周止跌回升的低
位，換句話說，估計金價在進行適度
修正後，有機會再重新探高。當前上
方阻力預料在1,588美元及1,600美元
關口，下一級參考1月高位1,610.90
美元以及1,616美元。
倫敦白銀方面，雖然近月銀價走勢

處於反覆偏軟，但尚見守住延伸自去
年十二月的上升趨向線，目前位於
17.57美元，若果短期銀價可繼續守穩
此區之上，配合RSI及STC正處回
升，均可望銀價有重新走高的傾向。
上望阻力先看近日受制的25天平均
線，當前位於17.79美元，其後矚目
下降趨向線17.82，倘若亦可攻破此
區，料將延伸較強的上試動力，目標
伸展至18.15以至18.32美元。支持位
除了上述的趨向線以外，較大支撐將
指向17.45及17.10美元。

英皇金融集團 黃楚淇

■銀保監會鼓
勵保險機構結
合自身情況，
為身處疫情防
控一線的工作
人員提供意
外、健康、養
老、醫療等優
惠保險服務。

■疫情持續疫情持續，，本港工本港工
商業物業市場受創商業物業市場受創。。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上周金價走高上周金價走高，，2525天平均線已告失而復得天平均線已告失而復得，，而上周多日低位亦在而上周多日低位亦在
此獲支撐此獲支撐，，料金價短期可望繼續喘穩料金價短期可望繼續喘穩。。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