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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及北美疫情持續，多國加入封關封城行
列。法國總統馬克龍宣布「封城令」，禁止國
民非必要外出至少15天，違規者將受罰。加拿
大總理杜魯多宣布，周三起將採取封關措施。

港府公布對所有海外國家或屬地發出紅色外遊警
示，強烈呼籲市民調整行程，避免所有非必要的
外遊計劃。周四起，所有曾到海外國家及屬地人
士，抵港後均要接受家居強制檢疫。

•

外的所有分店，因為客戶和員工的安全福祉，仍是我們

疫情
速報

•

「這次疫情與每個人息息相關，決定關閉亞太區以

儲局推商業票據融資 道指收市升 1048 點
特研 6.6 萬億刺激方案 美長債息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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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儲局重啟「商業票據市場」，助美企
度過資金緊張的難關

特朗普正尋求國會同意緊急刺激方案，
總值達8,500億美元

美股周二早段再呈過山車走勢，道指一
度跌穿20000點大關，收市反彈逾千點

疫情蔓延 美指數上望100

環球央行本周行動
美國聯儲局

昨一度升1.8%，高見99.83；
本港今晨4時升1.5%，報99.51

繼減息及量寬後，周二公布將採取緊急措施，重啟「商業票據
融資工具」，為期最少1年，助美企度過資金緊張的難關

日本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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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收市高見99.87

相隔逾11年，再次推出規模高達303億美元的84天融資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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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央行
官員透露，周三會宣布相關注資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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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央行
再融資利率下調1厘、至5厘；貼現窗利率下調0.5厘、至3.5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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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爾央行
下調存款利率0.5厘、至1厘；下調貸款利率1厘、至2.5厘；下
調回購利率0.5厘、至1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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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20

約旦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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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收市低見94.9
17/3/2020

將基準利率下調1厘、至2.5厘；同時將銀行準備金率由7%減
至5%

美國聯儲局公布將採取緊急措施，重啟「商業票據融資工具」，助美企度過目前市場資金緊張的
難關，刺激美股周二反彈。
（新華社資料圖片）

環球資產市場周二表現

（數據截至本港今晨4時）

美 升勢收窄，特朗普抗疫救經濟方案漸明朗，聯儲
股周二過山車，全日最多反彈逾 1100 點後尾市

股 市

局重啟金融海嘯期間的「商業票據市場」，助美企度過
目前資金緊張的難關，均刺激大市回升。美債價急跌
債息，10 年期債息重越 1 厘。
■本報記者

白宮出招救經濟 10年債息重越1厘

美元續受追捧，美指數上試 100 關，最多升 1.8%，
高見 99.83。其餘主要貨幣相應下跌，歐元尾市挫 1.6%，
報 1.1005 美元；英鎊跌 1.6%，報 1.2078 美元。
避險資產走軟，日圓尾市跌 1.7%，報 107.66 兌 1 美
元，每百日圓兌 7.2092 港元。現貨金價一度挫 3.2%，低
見 1,465.83 美元，尾市回穩，升 1.1%，報 1,531.41 美元。
國際油價持續疲弱，連續兩日跌穿 30 美元水平，布蘭
特期油尾市跌 4.8%，報 28.60 美元；紐約期油跌 6.3%，
報 26.88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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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昨變幅

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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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變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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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報
（美元）

昨變幅

21237

+5.2%

美指數

99.51

+1.5%

歐洲Stoxx 600

291

+2.3%

歐元

1.1005

-1.6%

現貨金
（每盎斯）

1,531.41

+1.1%

英國

5294

+2.8%

英鎊

1.2078

-1.6%

12.66

-1.9%

法國

3991

+2.8%

澳元

0.5991

-2.1%

現貨銀
（每盎斯）

德國

8939

+2.3%

紐元

0.5938

-1.8%

26.88

+6.3%

香港恒指

23263

+0.9%

加元

1.4237

-1.6%

紐約期油
（每桶）

日本

17001

+0.1%

日圓

107.66

-1.7%

布蘭特期油
（每桶）

28.60

-4.8%

中國滬指

2779

-0.3%

離岸人民幣

7.0295

-0.2%

南韓

1672

-2.5%

*歐元、英鎊、澳元及紐元均為兌美元表現，其餘皆為相關貨幣兌1美元

前理事促儲局 設新信貸工具紓困
市場仍在等候大國政府推
出財政政策，以配合央行的貨
幣政策，令經濟重拾動力。有
聯儲局前理事大膽建議，儲局可與
財政部聯手合作，設立由政府擔保
的信貸工具，助美國企業及家庭度
過危機。
儲 局 前 理 事 沃 什（Kevin Warsh） 於
《華爾街日報》撰文指，儲局應根據《聯
邦儲備法》第 13（3）條行使緊急權力，
建立新的信貸工具，借貸予企業和家庭。

借貸予企業家庭 政府擔保
沃 什 指 出， 政 府 擔 保 的 信 貸 機 制
（Government-Backed Credit Facility，
GBCF）涉及政府各部門、銀行體系、企

業及家庭。儲局將授權向有償還能力的企
業或人士，提供高於常規利率的貸款。
銀行將按抵押品價值及借款人的預期
現金流來承銷貸款，再由儲局旗下 12 家
地區儲行負責審核所在地區的貸款是否合
格，儲局則評估貸款及定價。新冠肺炎疫
情下，貸款期可長達 90 日，並可申請續
期，而 GBCF 最長可維持至 18 個月。

費稅稅率由 10% 降至零。經濟再生大臣西
村康稔出席內閣會議後表示，消費稅收入
對維持社會保障開支十分重要，但同時指
政府有必要用一切方法支持經濟，會審視
一系列方法，包括稅務、財政政策及放寬
監管等方面。
■本報記者
疫 情 打 擊 消 費 意 慾， 紐 約 不
少店舖門庭冷落，市場期望華府
與儲局聯手刺激經濟。
︵法新社圖片︶

美上試100關 歐元英鎊齊挫

地區

日本議員倡 暫豁免消費稅
沃什更稱，總統可授權財長動用外
穩定基金的資金，向儲局保證有足夠的抵
押品來支持 GBCF。國會更會授權提供財
政支持，用作抵銷儲局或銀行因 GBCF 造
成的任何貸款損失。
此外，日本有國會議員提議暫時將消

美元融資緊張 日央注資 2363 億
全球疫情嚴重，銀行和企
業爭相保存美元現金儲備。多
國央行及商業銀行聯手，力保
流動性充裕，紓緩環球美元融資緊
張，日本央行相隔逾 11 年，再次
推出規模高達 303 億美元（約 2,363
億港元）的 84 天融資計劃。
市場憂慮疫情嚴重衝擊經濟，甚至影
響金融體系安全，大舉沽售股票、高風險
債券等資產，套回現金保本。企業面對供
應鏈和未來現金流動盪，也急於保存美元
現金儲備，導致美元融資緊張。
為紓緩資金緊張，聯儲局日前大幅下
調多項利率，以及多次透過紐約聯儲銀行

穩定市場

白宮出招應對疫情，市場避險情緒降溫，資金從債市
流出，美 10 年期債息急升 34 點子至 1.0653 厘，為 3 月 5
日以來最高，30 年期債息亦升 40 點子至 1.694 厘。
道 指 最 多 曾 升 1,190 點， 截 至 本 港 今 晨 4 時（ 即 收
市），道指升 1,048 點，報 21237 點，升幅 5.2%；標指
升 143 點， 報 2529 點， 升 幅 5.7%； 納 指 升 430 點， 報
7334 點，升幅 6.2%。
儲局公布將採取緊急措施，重啟「商業票據融資工具」
（Commercial Paper Funding Facility），並已獲財政部同
意。財政部將為相關工具提供 100 億美元信貸保證。
儲局表示，「商業票據融資工具」為期最少 1 年，將
會購買合資格企業、評級為 A1/P1 的商業票據。
商業票據為美企尋求短期融資的最重要途徑，早有分
析師認為，聯儲局必須將商業票據納入為購買範圍，才能
有效解決流動性緊張的問題。
重磅股波音（Boeing，美︰ BA）昨早段曾升 4.1%，
但其後倒跌最多 21.9%。公司亦披露，正跟白宮和國會領
袖商討，尋求華府提供短期財政援助。
美國各地愈來愈多實施類似封城的措施，帶動人們增
加網購，利好電商龍頭亞馬遜（Amazon，美︰ AMZN），
公司更宣布增聘 10 萬人，數目等同其假日高峰期全職及兼
職員工總數的八分之一，刺激股價一度升近 1 成。

商 品

美國道指

助度危機

美股周一經歷史上點數最多的暴瀉後，周二早段反彈，
唯一如過往熊市的走勢，反彈動力迅速轉弱，一度倒跌
306 點，失守 20000 點大關，低見 19882 點。
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尋求國會同意一份總額 8,500
億甚或高達一萬億美元（約 6.6 萬億至 7.8 萬億港元）的
緊急刺激方案，包括直接向國民發支票。財長姆欽周二在
白宮記者會表示，華府將會「即時」（immediately）向美
國國民派錢紓困，最快在未來兩周。
特朗普前日表示，美國的經濟可能會衰退，而他昨日
補充，相信美國經濟會迅速復元。

 價

向回購市場注資，其他主要央行亦採取聯
合行動，為市場提供美元。南韓央行官員
透露，周三會宣布相關注資操作。

規模海嘯後最多 為期84天
日本央行昨也實施為期 84 天的美元融
資操作，向市場注入約 303 億美元的流動
性，為 2008 年 12 月 2 日以來最大規模。
日央當年透過 84 天期融資操作，向市場注
入 306 億美元，以應對金融海嘯後的動盪
市況。
法 巴 的 日 本 策 略 師 Yusuke Ikawa 表
示，日央和其他央行大量注入美元後，可
能會逐步緩解資金緊張；目前關鍵在於，

這筆錢能否去到所需公司手上。

摩通美銀 重向貼現窗借貸
此外，摩根大通、美銀及其他 6 間商
業銀行周一表示，已重新使用儲局貼現窗
借貸，但強調此舉不是出於恐慌，而是為
了消除公眾予這種做法貼上的負面標籤。
消息指，這些借貸規模相對較小，而且未
用於解決嚴重資金短缺的問題。
美國銀行業當年在金融海嘯期間，嚴
重依賴儲局的貼現窗口借貸。盡管儲局借
貸成本是最低，但銀行近幾年幾乎放棄使
用貼現窗借貸，因擔心會被解讀為業績疲
弱。
■本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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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率 3.7% 創 9 年高
學者估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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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衝擊經濟
中國勢降準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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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僅增 1 確診
新症料周五「清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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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騰華：做好準備
商務客最快回來

昨添10 確診
9 人涉外遊返港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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