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

道）今年2月涉足口罩生產的比亞迪目前

日產量逾500萬片，居全球第一。昨日，

比亞迪在深圳與華潤萬家、國大藥房、海

王星辰等6家公司達成合作，未來半個月

將向這些合作方共計供應一次性醫用口罩

共1,500萬隻，將可以較好地緩解深圳市

場口罩的供應緊張。

本周數據公佈時間(3月16日-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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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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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
無重要數據公佈
三月份失業率
二月份零售額
二月份工業生產
二月份設備使用率
一月份商業存貨
二月份貿易盈餘 (日圓)
二月份歐元區協調化消費物價指數# (修訂)
一月份歐元區貨物貿易盈餘 (歐元)
二月份批發物價指數#
二月份建屋動工 (單位)
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會議
二月份失業率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二月份生產物價指數#
二月份公共財政赤字(英鎊)
二月份二手房屋銷售 (單位)

上次

3.8%
+ 0.3%
- 0.3%

76.8
+ 0.1%

1.313 兆
+ 1.2%
231 億
+ 0.3%

156.7 萬

5.2%
21.1 萬
+ 0.2%

172.63 億
546 萬

上周數據公佈結果(3月9日-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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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
一月份來往賬盈餘 (日圓)
一月份工業生產#
一月份貿易盈餘 (歐元)
二月份貨幣供應#
一月份貨物及勞務貿易赤字 (英鎊)
一月份工業生產#
二月份消費物價指數
一月份歐元區工業生產#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二月份生產物價指數
二月份消費物價指數#
二月份批發物價指數#
二月份入口物價指數 (減除能源)
三月份密茲根大學消費情緒指數

結果
6123 億
- 1.3%
139 億
+ 5.1%
42.12 億
- 1.8%
+ 0.1%
- 1.9%
21.1 萬
- 0.6%
+ 1.7%
- 0.9%
-
-

上次
5240 億
- 5.3%
152 億
+ 2.7%
62.79 億
- 1.3%
+ 0.1%
- 4.1%
21.5 萬
+ 0.5%
+ 1.7%
+ 0.3%
0.0%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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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市場進入大幅震盪期，各國政府
積極以財政政策挽救經濟。澳洲政府上周五
（13日）宣佈推出總值176億澳元刺激經
濟，同時澳洲央行再向金融系統注入55億
美元資金。此外，聯儲局擬向市場大額注資
1.5萬億美元短期流動資金，市場憧憬聯儲
局下周議息會再減息最多1厘。恒指上周五
隨外圍低開1,789點至22,519點後，跌幅收
窄，但大市波幅則超過1,600點。
騰訊(0700)將於本周三(18日)公佈業績，
受惠內地主要遊戲表現強勁及海外遊戲的貢
獻增加、商業支付服務及其他金融科技服務
等所推動。市場預計騰訊2019年純利料介
乎923.4億元至990億元人民幣，較2018年
同期774.69億元人民幣，按年增長19.2%至
27.8%。投資者聚焦疫情對各業務影響，包
括廣告及支付等業務前景指引。騰訊股價曾
跌至近月低位336元，如看好騰訊，可留意
騰訊認購證(21812)，行使價380.2元，今年
6月到期，實際槓桿6倍。如看淡騰訊，可
留意騰訊認沽證(15579)，行使價329.8元，
今年5月到期，實際槓桿6倍。
阿里雲宣佈將向全球醫療科研機構、疾控
中心等一線病毒研究機構，免費開放雲上病
毒比對服務，可大幅提升病毒基因檢測效
率，最快只需60秒即可完成包括新冠肺炎
在內的任意病毒基因對比工作。阿里
（9988）股價曾跌近招股價176元附近，如
看好阿里，可留意阿里認購證(23217)，行使
價206.08元，今年10月到期，實際槓桿5
倍。如看淡阿里，可留意阿里認沽證
(21801)，行使價178.78元，今年7月到期，
實際槓桿6倍。

博匯豐反彈 留意購輪23762
匯豐(0005)自從公佈業績後，股價跌至近
三年的低位42元後，低位反彈，如看好匯
豐，可留意匯豐認購證(23762)，行使價
52.88元，今年9月到期，實際槓桿7倍。如
看淡匯豐，可留意匯豐認沽證(22898)，行使
價51.1元，今年9月到期，實際槓桿4倍。
平保(2318)跌至一年新低80.85元，跌幅
3.2%。如看好平保，可留意平保認購證
(29244)，行使價88.88元，今年12月到期，
實際槓桿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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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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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避險與恐慌指標 看美股進場時機

先談引爆昨天殺盤的兇手油價，從
1990年以來波段跌幅超過40%以

上的次數有5次，近4次皆讓美股出現
大跌或進入中期震盪整理，乃原油需
求下降，經濟衰退的風險同步升高。
此次重挫，導因於俄羅斯擔憂進一步
減產，最終得利者為美國頁岩油，故
不願再配合，而沙國礙於面子與維繫

強勢的主導權，以降價及增產反制俄
羅斯，此舉將讓原油均價未來一段時
間徘徊在40美元附近，再破底的空間
有限，中長期對經濟的影響，其實有
利無害，且美股在歷經油價大跌後，
通常震盪向上。
再者信心面的潰堤，才是當前股市

重挫的核心。由於上周美聯儲無預警

降息，非但無法平息市場恐慌，反倒
讓投資者震驚，難道連美國強健的經
濟也有況狀發生了嗎？加以油價的崩
跌觸發高收益債利差大幅飆升，來到
709.26點子，逼近2016年高點(791.11
點子)，恐進一步牽動企業的信用危
機，致使避險情緒又升高。

信心面潰堤為重挫核心
不過，美國經濟並未出現衰退的跡

象，股市卻因信心而先崩跌，故短期
關注焦點應擺在三大信心指標的走
向：
一、美國10年期公債殖利率不再破
底：上周四一度跌至0.318%，刷新歷
史低點，尾盤稍微回升至0.5047%，而
恐慌的力量壓低全球成熟國家公債殖利
率，幾乎全面走向負利率。所以只要美
債殖利率不再破前波新低，這股不計代

價的棄股轉債避險潮就算告一段落。
二、全球高收益利差在800點附近後
停止擴大：高收益債券信用利差，是
衡量企業信用風險相當敏銳的指標，
一旦利差擴大，隱含財務體質較弱之
企業付息還本能力降低，違約風險升
高。統計金融海嘯後，當全球高收益
利差擴大時，標普500波段跌幅介於
13.31％-19.63％，一旦利差由擴大轉為
收斂，半年後有超過2成的漲幅。
三、VIX指數從45以上回落，並逐
步降至30附近：從1990年VIX指數編
撰以來，飆破 45 以上的機率只有
1.17%，此時恐慌情緒瀰漫，股市震盪
相當劇烈。若要依據巴菲特投資哲
學，當市場恐慌時我貪婪，但也不必
在最恐慌時進場，可以等待回落30以
下，不安籌碼清洗完成後再進場，爾
後股市上漲的幅度與勝算比較高。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一株失控的病毒，搞亂全球製造供應鏈，讓消費需

求突然雪崩式消失、經濟蒙塵。更讓沙特阿拉伯拿油

價與俄羅斯對幹，出現單日24.1%的歷史第二大跌

幅，兩者產生的震盪效應，重擊信心已脆弱的全球股市，上周一道指

與標普開盤不久就觸發熔斷機制，代表避險的美國十年期公債殖利率

再創歷史新低，來到0.5407%，恐慌的指標VIX則來到金融海嘯後的

新高54.46，顯示投資者精神繃緊、高度憂慮。 ■第一金投信

美聯儲料再減息 金價弱勢或可稍緩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楚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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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上星期強勢反撲，對新冠疫情的恐慌加劇促
使投資者重投美元懷抱；海外疫情發展迅猛，打擊
全球股市周四錄得創紀錄跌幅。美國道指挫跌近
10%，創下1987年10月「黑色星期一」以來的
最大單日跌幅。歐元則見繼續回調，歐洲央行沒
有降息令投資者感到失望，但歐洲央行新推出一
輪刺激舉措，以緩解新冠病毒疫情的影響。美聯
儲本星期將召開政策會議，目前許多分析師預估
聯儲將大幅降息，很可能來到零水平，並就其將
如何抗擊疫情對經濟的影響給予市場新指引。期
貨市場暗示交易員完全消化了美聯儲在本周政策
會議上至少再降息75個基點的預期。日本央行
本周四將在美聯儲之後宣佈政策決議。日本央行
上周五宣佈一項不在預定計劃內的購債行動，買
進2,000億日圓公債。日本央行並宣佈，在兩周
期放款操作中額外挹注1.5萬億日圓，這表明央
行擔心金融市場流動性枯竭。

已形成一組雙頂形態
倫敦黃金方面，金價繼2月下旬後，在上星期

初亦再一次未能攻破1,700美元關口，結果，金
價在上周相繼失守25天平均線及1,600美元關

口，甚至跌破上月底低位1,565美元，隨後在上星期
五更跌破1,550美元這個半百關口後，延伸猛烈跌勢
至1,506.35美元，創今年低位。圖表所見，近四周金
價的波動幅度越發擴大，而金價自二月以來的走勢
已形成一組雙頂形態，頸線位置為2月28日低位

1,565美元，若本周金價仍未可扳回此區上方，料金
價仍見持續走低。倘若以上一個頂部123美元的幅度
計算，下延技術目標將至1,442美元。較近支持預估
在1,510美元，下一級看至200天平均線1,499及250
天平均線1,457美元。阻力位回看1,550及1,568美
元，較大阻力料為1,600美元關口。美聯儲在本周可
能有進一步減息機會，這或可望稍為緩和金價的弱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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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亞迪將向深圳供應1500萬隻口罩

比亞迪公司董事長王傳福表示，將自3月16日
至3月31日，向華潤萬家、國大藥房、海王

星辰、南北醫藥、叮噹快藥、中聯大藥房供應口
罩，這些連鎖藥店和網上電商平台等將在深圳轄
區的各線下門店及自營網站向在深市民銷售，每
隻口罩銷售價格不高於2.5元，並且不能轉賣、囤
積、加價等。

與華潤萬家等6家公司簽約
簽約儀式上，王傳福和華潤萬家廣東公司總經理
李峰作為簽約企業代表分別發言，表示積極響應市
委市政府的號召，積極履行企業的社會責任，攜手
加大深圳市場口罩投放力度，更好地滿足市民需

求，服務市民生活，努力為抗擊疫情貢獻力量。

有助保障市內口罩市場供應
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副局長李忠表示，疫情

發生以來，深圳市廣大企業切實履行社會責任，
積極投身疫情防控工作，比亞迪與華潤萬家、國
大藥房、海王星辰、南北醫藥、叮噹快藥、中聯
大藥房等企業更是積極發揮行業優勢，克服萬難

快速轉產增產口罩，千方百計籌措物資加大口罩
市場供應，為全市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發揮了
行業中流砥柱的作用，為保障市民正常生活秩序
和經濟社會平穩運行作出了重要貢獻。
此次比亞迪和華潤萬家、國大藥房、海王星辰

等6家企業攜手開展口罩投放市場行動，這將進一
步保障深圳口罩市場供應，穩定價格水平，滿足
市民需求。

濟南擬建內地最大綠色建設產業示範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江宏 濟

南報道）記者從此間舉行的新聞發
佈會獲悉，濟南市擬在新舊動能轉
換先行區打造全國最大的綠色城市
示範區。示範區內將高標準規劃建
設濟南綠色建設國際產業園，面向
國內外知名綠色建設相關機構開放
市場，未來擬建設成為綠色建設產
業新動能的實踐區和綠色智慧園區
的全球樣板。
在昨日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濟南
新舊動能轉換先行區管委會對外發佈
《關於促進濟南綠色建設國際產業園
發展十條政策》和《綠色建設產業招
商需求清單》。 據介紹，濟南新舊
動能轉換先行區擬將450平方公里直

管區高標準規劃為濟南市綠色建設產
業示範區。其中綠色建設國際產業
園，總用地約7平方公里。
據規劃，國際產業園將構建綠色

建設全鏈條產業體系，佈局「一個
聯盟+三個中心」，即綠色建設全產
業鏈創新聯盟、綠色建築研發中
心、綠色產品生產中心、綠色產業
服務中心，開展設計、施工、培
訓、生產、運營等技術創新，實現
綠色智能建造產業鏈條自循環。同
時，國際產業園將嚴格執行綠色生
態建設指標體系，推廣綠色施工、
綠色建材、綠色能源，構建高品
質、低能耗的綠色建築集群，配套
綠色市政基礎設施，完善綠色交通

體系，運用數字孿生、城市仿真等
技術，打造綠色智慧園區的全球樣
板。

招商需求清單涉46個產業
此次發佈的濟南綠色建設國際產

業園發展政策涉及基本政策、財稅
支持、科技研發、人才支持、金
融、營商環境等方面，招商需求清
單分為綠色城市建設、綠色建材、
綠色建築設備生產等8大產業方向
46個產業類別，全面地覆蓋了綠色
建設全產業鏈。其中在人才引進方
面，「引進的綠色建設產業領域頂
尖人才或領軍團隊來先行區創新創
業，技術填補國家空白並達到世界

領先水平的，實現核心技術產業
化，產生重大經濟和社會效益，經
評審認定，給予1,000 萬至1億元開
辦補貼」。
2018 年 1 月 3 日，國務院正式批

准《山東新舊動能轉換綜合試驗區建
設總體方案》，濟南黃河兩岸 1,030
平方公里沃土成為新舊動能轉換先行
區；去年，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
量發展作為國家戰略，再次賦予這片
土地以國家使命。濟南市在新舊動能
轉換先行區內規劃建設全國最大的綠
色城市示範區，目前先行區正在重點
推進四大示範園區建設，即濟南綠色
建設國際產業園、綠建博覽園、綠建
科學城、都市陽台國際社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譚旻煦）全國首個區塊
鏈中心在雲南昆明昨日成立，阿里、趣鏈、聖加
南等國內外24家企業首批入駐，38家企業共同
成立雲南省區塊鏈產業聯盟， 當天，依託於雲
南省發展改革委、阿里雲及螞蟻區塊鏈上線的國
內首個省級區塊鏈平台，區塊鏈溯源商品碼：
「孔雀碼」也正式發佈。
在成立儀式上，雲南省發展改革委、阿里雲、

螞蟻區塊鏈三方簽署合作協議，以成熟領先的區
塊鏈技術助力數字雲南發展。
據了解，雲南省區塊鏈平台是全省統一區塊鏈

服務平台，通過打造雲南綠色食品「十大名品」
溯源系統、工業大麻監管系統、跨境電商產品溯
源系統、電子病歷信息共享系統、住房維修資金
管理系統、區塊鏈電子憑證、區塊鏈供應鏈金
融、司法存證固證等行業應用場景，助力數字雲
南整體升級。
當天發佈的「孔雀碼」，是全國首個省級層面

推出的區塊鏈溯源商品碼，利用區塊鏈可追溯、
不可篡改的特性，通過「一品一碼」將流通各環
節信息上鏈，解決長期以來信息不透明、數據易
被篡改、安全性差、客戶信任度低等問題，真正
實現防偽溯源。

普洱茶溯源運用區塊鏈技術
當前，區塊鏈正在成為全球技術發展的前沿陣

地，雲南正在加快區塊鏈應用發展，印發全國第
一個省級層面的區塊鏈產業發展規劃，召開首屆
「數字雲南」區塊鏈國際論壇，開出全國第一張
區塊鏈電子冠名發票，區塊鏈技術在普洱茶溯
源、供應鏈金融、知識產權保護、電子票據方面
的應用不斷取得突破，催生新發展動能、釋放新
發展活力。
雲南省區塊鏈中心一期位於昆明市五華區科技

產業園科創大廈，目前可提供20,000平方米物業
面積，滿足100餘家企業的辦公需求。到2020年
底，企業將可入駐二期樓宇，總建築面積將達10
萬平方米，可容納近400家企業拎包人駐。
同時，三期已預留1,000畝土地，為雲南省打
造科技含量高、示範帶動強的區塊鏈高端產業集
群，推動產業鏈上下游集群集聚提供堅實保障。

■比亞迪與華潤萬家等6家公司簽約，未來半個月將向深圳市場供應1,500萬隻口罩。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攝

■雲南省長阮成發致辭。 香港文匯報記者譚旻煦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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