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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交易服務 3 月指數報告 

      

   中華證券交易服務有限公司   2020 年 4 月 20 日刊 

摘要 

◼ 醫藥股在疫情中展現了較強的抗跌能力，中華創新醫藥指數（CESIBT）微跌 0.6% 

◼ 中國工業產出、投資和零售資料表現不佳，中華 A80 指數（CESA80）下跌 5.3% 

◼ 受地緣政治風險以及國內外需求疲軟的拖累，中華民企指數（CES P Elite）下跌 6.5% 

◼ 中國人民銀行在香港成功發行 100 億元人民幣央行票據 

◼ 香港第一間虛擬銀行宣佈開業 

◼ 香港交易所發佈 2020 年 3 月市場資料 

一.  中華交易服務指數表現  

受新冠肺炎影響，3 月中港寬基

及主題指數表現不佳。 

新冠肺炎引起的恐慌蔓延全球。

受其影響較小的醫療健康股走勢優於

大盤，展現了較強的抗跌能力。中華

創新醫藥指數（CESIBT）微跌

0.6%。（表一） 

2020 年 2 月中國工業產出、投資

和零售資料出現有記錄以來的首次下

降，同比減少 13.5%/24.5%/20.5%，

均遠低於普遍預期。中華 A80 指數

（CESA80）下跌 5.3%。 

分析人士認為，新冠肺炎在中國

境外的演變仍不確定，全球新增病例數量將主導全球市場情緒。考慮到全球供應鏈中斷、地

緣政治風險以及國內外需求疲軟的拖累，市場預計未來幾個月的主要經濟資料將繼續面臨下

行壓力。中華民企指數（CES P Elite）下跌 6.5%。 

新冠肺炎加速在歐洲和美國的傳播，市場預期 2020 年第二季度可能是全球經濟增長的低

表一 指数点 月漲跌幅 月波動率
风险调整收

益比率

中华创新医药 10,339.31    -0.6% 12.2% -0.05 

中华120 6,352.22     -4.8% 11.3% -0.43 

中华陆股通行业龙头 4,175.76     -5.2% 10.0% -0.52 

中华A80 7,215.55     -5.3% 9.7% -0.55 

中华港股通高息低波 2,602.34     -5.4% 11.4% -0.47 

中华A股外资优先配置 2,568.45     -5.9% 10.2% -0.58 

中华沪深港300 4,259.27     -6.4% 11.3% -0.57 

中华民企指数 5,880.01     -6.5% 15.6% -0.41 

中华香港内地 6,904.56     -6.9% 15.1% -0.46 

中华280 5,933.99     -7.9% 11.5% -0.69 

中华一带一路 1,548.41     -8.5% 10.0% -0.85 

中华香港生物科技 6,312.94     -8.9% 18.4% -0.49 

中华港股通优选50 2,614.71     -9.4% 13.8% -0.68 

中华大湾区优势产业 2,179.71     -9.9% 11.5% -0.86 

中华港股通价值 4,075.33     -10.5% 17.0% -0.62 

中华港股通精选100 4,745.55     -11.1% 15.2% -0.73 

中华预期高股息 3,228.31     -12.1% 15.6% -0.78 

中华港股通泛休闲娱乐 3,098.16     -13.2% 18.8% -0.70 

中华港股通成长 5,153.41     -13.3% 18.7% -0.71 

中华港股通护城河 3,184.45     -13.3% 18.1% -0.74 
中华房地产信托基金 2,701.01     -15.7% 15.2% -1.03 
中华半导体 6,424.97     -20.8% 17.5% -1.19 
中华博彩指数 3,711.00     -23.1% 21.5% -1.08 
数据源：中华交易服务及万得资讯，截至2020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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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中華港股通優選 50 指數（CESP50）下跌 9.4%。 

二.  環球股指動態 

發達市場及新興市場股市表現普遍不

佳。 

隨著中國疫情逐漸緩解，海外疫情擴

散加快，全球股市經歷了一段時間的動盪

期，主要發達國家股指均大幅下跌。相對

歐美而言，日本股市跌幅較小，日經指數

下挫 10.5%。 

美國 3 月 Markit 製造業 PMI 初值錄

得 49.2，Markit 服務業 PMI 初值錄得

39.1，為歷史最低水準。服務業受疫情影

響較製造業更嚴重。美國 2 月耐用品訂單

環比增加 1.2%，但核心訂單下降，市場

預計未來製造業仍將大幅下行。至 3 月 21

日當周，美國申請失業金人數錄得 328

萬，環比上周爆漲 10 倍。分析家預計未來失業率預計將升至 10%以上。因為擔心新冠病毒在

全球蔓延，引發全球經濟衰退，看空情緒在歐美股市發酵，投資者紛紛拋售風險資產。標普

500 指數全月下跌 12.5%。 

截至 3 月 31 日，德國已有 71,817 人確診新冠肺炎，單日新增確診 4,766 人。3 月 13 日

以後，增速始終處於高位。3 月 25 日單日確診人數首次突破 4,000 人，目前還在進一步上

升。德國 DAX 指數全月下跌 16.4%。 

為阻斷新冠肺炎傳播途徑，印度總理莫迪從 3 月 24 日晚 12 時起在全國範圍內實行 21 天

封鎖措施。英國巴克萊銀行指出，印度將因大規模封城措施損失 1,200 億美元，占 GDP 的比

重約為 4%。該機構將印度 2020 至 2021 財年經濟增速下調 1.7 個百分點至 3.5%。SENSEX

指數大跌 23.1%。  

三.  中國離岸投資市場動向 

中央人民銀行在香港成功發行 100 億元人民幣央行票據 

2020 年 3 月 26 日，中國人民銀行在香港成功發行了 100 億元 6 個月期人民幣央行票

據，中標利率為 2.19%。包括美、歐、亞洲等多個國家和地區的銀行、央行、基金等機構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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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者和多個國際金融組織參與認購，投標總量超過 350 億元，是發行量的 3.5 倍。  

2018 年 11 月以來，中國人民銀行逐步建立了在香港發行人民幣央行票據的常態機制，

以相對穩定的頻率發行 3 個月、6 個月、1 年等期限品種的央行票據。本次發行為到期滾動發

行，發行後香港人民幣央行票據餘額仍為 800 億元。市場認為，香港人民幣央行票據的穩定

持續發行有利於豐富香港市場高信用等級人民幣投資產品系列和人民幣流動性管理工具，滿

足離岸市場投資者需求。 

香港第一間虛擬銀行宣佈開業 

3 月 24 日，眾安銀行（ZA Bank）宣佈成為香港第一間面世的虛擬銀行，並推出旗艦活

期存款產品 “ZA 活期 Go”。提供存款、轉帳及貸款等銀行服務，該行同時推出 7x24 定期存

款、5 秒轉帳緩衝、人臉識別認證等新功能。 

目前，香港特區金管局共批出 8 張虛擬銀行牌照，分別是天星銀行有限公司、螞蟻銀行

(香港)有限公司、富融銀行有限公司、LIVI VB LIMITED、平安壹賬通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SC DIGITAL SOLUTIONS LIMITED、匯立銀行有限公司、眾安銀行有限公司。 

香港交易所發佈 2020 年 3 月市場資料 

香港交易所發佈 2020 年 3 月市場資料。證券市場方面，證券市場市價總值於 2020 年 3

月底為 32.8 萬億港元，較 2019 年同期的 33.8 萬億港元下跌 3%。3 月平均每日成交金額為

1,417 億港元，較 2019 年同期的 1,106 億港元上升 28%。 

2020 年首三個月的平均每日成交金額為 1,209 億港元，較 2019 年同期的 1,011 億港元上

升 20%；交易所買賣基金平均每日成交金額為 63 億港元，較 2019 年同期的 43 億港元上升

47%。總集資金額為 934 億港元，較 2019 年同期的 451 億港元上升 107%。 

衍生產品市場方面，2020 年首三個月的期貨及期權平均每日成交量為 1,298,207 張合

約，較去年同期的 1,187,529 張上升 9%。股票指數期貨平均每日成交量為 556,993 張合約，

較去年同期的 484,364 張上升 15%。股票指數期權平均每日成交量為 187,356 張合約，較去年

同期的 159,348 張上升 18%。 

中華證券交易服務有限公司                                                                               撰稿人：業務發展部 

香港中環康樂廣場 8 號交易廣場二期 47 樓 4702-4704 室                                                      電話：+852 2803 8200 

http://www.cesc.com                                                                                  電郵：cescinfo@ces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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