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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央行聯手放水抗疫，內地新冠肺炎

確診數字連續第3日下跌，加上憧憬中國

人民銀行接力降準減息，帶動隔夜美股及

A股齊彈，港股跟隨外圍升勢，高開126

點後買盤強勁，恒指最多升583點，高見

26,805點，收報26,767點，升545點或

2.1%，總成交1,326.28億元。事實上，

在新冠肺炎疫情橫掃全球之際，美國、歐

洲及亞洲央行皆表示會用不同的政策工具

來保當地經濟，昨日有調查顯示，67%機

構估人行下調存款準備金率，35%更預料

本月將出手。

人行傳最快月內降準
全球央行聯手抗疫 熱錢湧入推升股市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競文

據路透社一項調查顯示，官方和財
新最新 PMI 數據均創下歷史新

低，在此情況下，人行政策寬鬆力度料
將有增無減。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方面，
預計在3月將下調的機構有30家，佔比
35%，較2月僅四家和5%的佔比大幅提
高。展望未來三個月，預計下調存款基
準利率的機構家數達到 41 家，佔比
48%，最大下調幅度0.25個百分點，最
小0.05個百分點。同時預計下調法定存
款準備金率的機構為58家，佔比67%，
最大下調幅度1.5個百分點，最小0.25
個百分點。

力爭減少實體經濟損害
春節期間新冠肺炎疫情爆發，節後人

行通過保證流動性總量、下調逆回購等
政策利率，以及再貸款、再貼現等多手
段並舉，力爭減少疫情對實體經濟的損
害。調查又顯示，在人行2月將公開市
場逆回購利率下調10個基點(bp)後，受
訪機構對本月逆回購利率下調的預期較
2月預測時繼續提升，預計7天和14天
利率將下調的機構數量分別為23家和24
家，佔比接近三成。
債券方面，受訪機構對3月走勢預期

較為平緩，不論是國債和國開債等利率
債，還是不同評級的信用債，預計3月
末各期限收益率將有漲有跌且幅度溫
和，最大漲幅不到5基點，最大跌幅不
足4基點，震盪空間較為狹窄。具體來
說，參與機構對10年期國債收益率估值
的預測均值，3月末為2.7468%，較2月
末實際值微漲0.92個基點；對10年期國
開債收益率在 3 月末的預測均值為
3.1913%，較2月末實際值微跌0.76個
基點。
市場預計人行月內降準之時，早前已

有多國央行推出政策措施保經濟，3月3

日美聯儲意外緊急降息50個基點以應對
肺炎疫情，澳洲、馬來西亞央行亦在同
日降息，全球寬鬆大潮再現。

或調整存款基準利率
分析師認為，即使因需求不足中國央

行沒有馬上在公開市場上有所動作，但
後續很可能會跟進，3月中期借貸便利
（MLF）利率和貸款市場報價利率
（LPR）繼續下調的概率非常大，甚至
不排除調整存款基準利率的可能；流動
性方面，如有必要則亦會再次下調存款
準備金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
報道）市場憧憬內地會有更多政策支
持，以緩解新冠肺炎造成的經濟衝
擊，投資者熱捧A股。滬深兩市昨日
高開後一路震盪向上，三大指數漲幅
均近2%。貴州茅台大漲3.7%，帶動
上證綜指升1.99%，創春節後新高。

工業股走高 茅台飆逾3%
新基建、大金融、消費等概念輪番
走強，市場呈現普漲格局，僅雲辦
公、計算機等股表現欠佳。截至收
盤，上證綜指漲1.99%，報3,071點；
深證成指漲1.9%，報11,711點；創業
板指漲1.85%，報2,209點。因漲勢回
歸，滬深兩市成交再超萬億規模達
11,720億元（人民幣，下同），較上
一交易日增加1,800億元。
1,546隻股票中1,308隻昨日上漲，

208隻下跌；所有類股均走高，以工
業股為首。貴州茅台對上證綜指上漲
貢獻最大，漲幅達3.7%； 大龍地產
漲幅最大，漲幅10.2%。本周迄今為
止，滬指上漲6.6%，本季度該指數上
漲0.7%。
盤面上農林牧漁概念最為強勢，豬

肉板塊漲幅居首，個股上正虹科技、
正邦科技、新五豐、大北農、金新農
等在午後掀起漲停潮；養雞、大豆等
板塊漲勢緊隨其後。高層會議提到新
基建行業，5G基站建設、特高壓、充
電樁、智能電網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
板塊亦漲幅居前。此外，銀行、券商
及保險等大金融板塊午後大幅走高；
白酒、食品、飲料等大消費板塊行情
再現。下跌的僅有醫療廢物處理、光
刻膠、雲辦公等板塊。

全球大寬鬆 穩A股上漲
巨豐投顧認為政策利好以及流動性

充沛是春節之後市場不斷上漲的主要
因素，當前市場寬鬆環境下有利於指
數的進一步上行，滬指有望突破此前
3,127高點。廣州萬隆認為，新基建概
念被點燃，使得指數有效穩固3,000
點的重要關口，疊加目前全球流動性
寬鬆的大背景，這一輪A股中長期上
漲的大格局仍然明確。

香港文匯報訊 今次新冠肺炎疫情正
與17年前非典型肺炎（SARS）情況相
似，市民皆留家工作，經濟活動停頓，
但對整體社會經濟影響程度則有所不
同。有調查指出，近六成香港受訪者認
為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帶來負面影響，
而新加坡只有25%。有近一半（47%）
香港受訪者認為，新冠肺炎對經濟的衝
擊 將 會 比 2003 年 時 非 典 型 肺 炎
（SARS）嚴重得多，而新加坡僅

27%。
這項市場研究由精確市場研究中心與

羅德傳播集團在2月底進行，該調查顯
示，雖然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升溫，但約
七成的香港和新加坡受訪者均樂觀地認
為疫情將於今年第二季度末前結束。
是次調查對象有525名來自香港及515

名來自新加坡。調查結果顯示香港和新
加坡對新型冠狀病毒爆發的反應有所差
異。另外，新加坡對社交媒體的信任度

（45%）略低於香港（51%），55%新
加坡受訪者認為社交媒體是不實資訊的
來源。

僱主支援表現 獅城跑出
近日，香港公務員和私營企業陸續復

工，調查發現只有38%香港僱員認為僱
主有提供足夠的支援；相反，超過60%
新加坡僱員認為僱主給予充裕的支援。
逾兩成香港僱員認為公司缺乏支援，只

有近5%新加坡僱員持相同看法。
有幾項因素讓香港大部分員工覺得公

司有給予足夠支援，包括：提供口罩
（57%）、彈性工作時間（54%）及彈
性安排在家工作（51%）。而新加坡員
工就認為公司提供消毒用品（63%）、
提供更衛生的工作環境（53%）、提供
健康和衛生指引以保障員工健康
（57%），以及保持雙方溝通，讓員工
了解公司業務情況（52%）。

香港文匯報訊 卓佳集團最新發佈
《COVID-19 商業信心與彈性晴雨報
告》，重點介紹亞太地區公司面臨的嚴峻
財務及運營挑戰。報告披露，一半高管認
為他們業務受到當前疫情影響，對未來感
到擔憂。43%高管表示，如果形勢繼續惡
化，他們需要考慮重組業務。僅有不到三
分之一高管相信，他們具備有能力的危機
管理團隊來應對當前情況。
卓佳集團行政總裁楊斌官表示，自今年1
月以來，集團已收到越來越多，特別是來
自內地和香港公司的諮詢，尋求可規避新
冠肺炎帶來的挑戰並降低日常運營成本。

集團市場及傳訊部總監范陽光亦表示，各
企業可預見未來數月將更加艱難，而疫情
帶來的擔憂在科技、酒店及旅遊、專業服
務、消費品和製造業等領域，以及中小型
企業最為突出。

近半戰略重點在降低成本
報告披露，43%高管認為，此次疫情提

高他們對業務連續性風險的認識，並增加
他們對協力廠商、諮詢和外包支持的需
求。46%高管正在積極尋求通過降低成本
和提高運營效率來簡化業務職能的方法。
近一半高管把降低成本作為關鍵的戰略重

點，以幫助應對由於嚴重依賴中國內地而
導致的業務不確定性。
報告還建議，為實現業務恢復能力，企業

的首要任務包括：降低風險以及使供應鏈多
樣化、重新平衡市場間的相互依賴性、重組
業務運營以降低成本，以及通過外包和離岸
業務來降低運營風險。
該報告評估疫情對亞太地區的商業信心、

業務連續性計劃、運營決策、業務重組和擴
張戰略造成的影響。調查方法是選取亞太地
區12個主要行業的初創、中小型、跨國及
上市公司進行抽樣，選出1,050家企業領袖
和財務主管進行調查。

疫情不幸持續 近半高管憂致重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梓田）新冠肺炎疫情
擴散，令經濟出現震盪，樓市交投陷入嚴冬，4
萬名地產代理從業員生計無以為繼。香港地產代
理商總會昨日在多名議員陪同下向政府遞交請願
信，並提出四大建議，包括豁免代理一年牌費、
將該行業納入抗疫基金名單、放寬樓宇按揭，以
及解除辣招。 該會主席施明如表示，目前經營
環境惡劣，生意大受影響，並指目前有約100家
代理行結業或暫停營業，有4成會員旗下員工已
停薪留職，不少從業員正面臨失業。
施明如表示，自政府推出多項壓抑樓市措施，

物業投機炒作活動早已遏止，住宅都是市民買來
自住居多，惟物業價格在供不應求下屢創新高，
即使樓價早已脫離大部分市民購買力，惟樓價仍
無望回歸合理水平。

有4成會員員工已停薪留職
施明如提到，疫情打擊下地產行業與其他行業

一樣，形容「老闆要交租但沒法做生意，員工要
生活但沒辦法開工」，由於經營環境惡劣，代理
生意大受影響，目前有約100家代理行結業或暫
停營業，有4成會員旗下員工已採停薪留職，不
少從業員正面臨失業。

倡撤辣免一年牌費等4建議
施明如續指，該會提出4大建議冀政府接納，

包括豁免地產代理相關一年牌費、將地產代理行
業納入可申請抗疫基金名單行列、放寬有關樓宇
按揭申請條件，以及解除對本港永久性居民辣
招，並由立法會議員李慧琼、梁志祥、陳克勤、
柯創盛、劉國勳及周浩鼎等陪同，與運輸及房屋
局副局長蘇偉文會晤商討。

憂疫情打殘 新股傳須「健康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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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產代理商總會：
100家代理結業

近半港人怕疫症衝擊超沙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新冠
肺炎疫情重創經濟，為防不少企業業務
停頓，構成風險，港交所（0388）傳出
要求申請上市公司提交「健康報告」，
於初步招股文件中披露新冠肺炎對公司
業務影響、詳細減輕相關影響計劃，以
及若業務被迫中止時之現金消耗速度。
據統計，自2月初以來共有18間公司在

港遞表申請上市。

詢問應急計劃及現金流
路透社昨引述消息人士表示，港交所

對於計劃上市的公司提出5條具體問
題，圍繞公司供應鏈是否因新冠肺炎受
到干擾、業務應急計劃，以及在最壞情
況下，若公司業務被迫中止時的現金消

耗速度。此外，港交所亦問及公司對於
肺炎的預防措施，以及因肺炎對潛在客
戶及供應商所帶來的影響。
港交所其後回覆媒體查詢時表示，

《上市規則》要求上市申請人提供足夠
的信息，以便潛在投資者可對申請人作
出知情評估。對於廣泛影響眾多申請人
的事宜，例如新型冠狀病毒，若與申請
人相關和具有重要影響，聯交所可以要
求申請人進行具體披露。

燁星孖展超額逾千倍
雖然疫情形勢嚴峻，新股上市仍受到

投資者追捧。內地鴻坤集團旗下物業管
理服務供應商燁星集團（1941）招股反
應熱烈，綜合多間券商數據，其公開發
售部分孖展超額認購約1,001倍，孖展
金額逾158億元，該股將於今日（6日）
截止公開申購。
其餘新股反應亦不俗，河南省物業管

理服務供應商興業物聯 （9916） 將於

今日公佈招股結果，收市後進行暗盤交
易，該股錄170億元孖展額，超購853
倍，將於下周一（9日）掛牌。手機遊
戲開發商九尊數字互娛 （1961） 及內
地建築服務供應商建中建設 （0589）
孖展超購約4倍。

Airbnb上市或需推遲
此外，旅行住宿平台Airbnb原計劃在
3月至4月啟動上市程序，年內上市。不
過，受疫情影響，Airbnb允許平台使用
者無償地取消4月 1日前於中國的訂
單，其中國業務按年大跌80%，削弱其
業績，上市計劃恐要推遲至明年進行。
市場消息指，內地時裝品牌、主力在

外國經營網購店的快時尚（fast fash-
ion）品牌 SHEIN，已與投行進行接
觸，計劃最快於今年赴美上市，據早前
報道，SHEIN去年底正在洽談一筆逾5
億美元的融資，使其估值達50億美元，
惟該融資未有最新消息。

■貴州茅台漲幅達3.7%對上證綜指上漲貢獻最
大。 資料圖片

■港交所指，新
型冠狀病毒等事
宜若與申請人相
關和具有重要影
響，該所可以要
求其進行具體披
露。 資料圖片

■亞太區一半高管指，業務受到疫
情影響，對未來感擔憂。資料圖片

■市場人士普遍預期，人行政策寬鬆力度料將有增無減。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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