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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O 利率下降或将推动 4 月 LPR 利率明显下降  

 2020 年 3 月 30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开市场业务交易公告，为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以利率招

标方式开展了 500 亿元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 2.20%，较上一次操作利率下降了 20 个基点。货币政策的 “双
降” 在月末落地，此次公开市场操作 (OMO) 降息是央行层面进一步逆周期 “加码” 的举措，是落实政治局会

议精神的行动体现，预计 4 月中期借贷便利 (MLF) 利率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迎来等幅下降，帮助

企业在复工复产的关键时期进一步减轻融资成本压力。后续存款基准利率的调降仍然可期，4 月或还可期待

进一步的降准操作。 

 特朗普与普京通话讨论石油及疫情问题；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马骏：建议中国今年不再设定 GDP 增

长目标；中国央行开展 500 亿元 7 天期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为 2.2%，较上次下降 20 个基点；意大利确诊

累积逾 10 万，超过 1.1 万人不治；供求失衡忧虑升温，纽油价格创 18 年低；港元 1 个月拆息十二连升，见

近两个月高；強生拟 9 月前进行新冠疫苗人体试验。 

 
 
 
 
 
 
 
 
 
 
 
 
 
 
 
 

 

股 票  
欧美疫情持续扩散，加上国际油价

在周一亚洲时段曾跌穿 20 美元水

平，拖累港股在期指结算日下跌

309 点，沪指则跌 0.90%。欧洲周

一股市造好，化工及医疗保健板块

领涨。特朗普与普京通电话讨论石

油及疫情问题，加上强生计划 9 月

前进行新冠疫苗人体实验，美股反

弹，道指升 690 点。 

外 汇 / 商 品  
市场仍然忧虑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原

油市场需求，加上俄罗斯及沙地阿

拉伯的减价战未有平息迹象，国际

油价周一显著下挫，纽约期油价格

曾跌穿 20 美元/桶，创下 18 年低

位；昨晚美股大涨，避险情绪放

缓，加上美元汇价偏强，国际金价

周一轻微回落 0.2%至 1,622.0 美元/
盎司。 

固 定 收 益  
美国公债收益率周一多数走低，此

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延长居家指

引，以抗击日益恶化的新冠病毒疫

情，此消息推动投资者继续买入避

险资产。周一进行的美债标售结果

显示，尽管政府增加了短债供应，

但投资者仍在寻求购买更多短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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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外 市 场  

 欧洲股市周一造好，化工及医疗保健板块领涨，不过欧洲央行呼吁银行 10 月前停止派息，银行股则逆市下

滑。截至收盘，英国富时 100 指数收报 5,563 点，升 0.97%或 53 点；德国 DAX 指数收报 9,815 点，涨

1.90%或 183 点；法国 CAC 40 指数收报 4,378 点，升 0.62%或 27 点。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讨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问题，并同意就油市进行能源部长级磋

商，加上报导指强生 (JNJ US) 计划 9 月前进行新冠疫苗人体实验，以赶在明年初投入使用，市场气氛回

暖，三大指数收盘齐涨逾 3%。截至收盘，道指报 22,327 点，升 690 点或 3.2%；标指报 2,626 点，升 85 点

或 3.4%；纳指报 7,774 点，升 271 点或 3.6%。标指 11 个板块全面上涨，医疗保健板块涨幅居前，其中受新

冠疫苗消息刺激的强生涨 8.00%，另一医药股默克 (MRK US) 则涨 7.28%，为道指首两大升幅成份股。 

 自 3 月以来美联储推出一系列的流动性宽松措施后，大类资产的恐慌性抛售已告一段落，美国国债和商业票

据利率也出现回落。但高收益债市场的风险仍不容小觑，特别是受冲击最大的能源和航空业。此外，美国 2
万亿财政刺激计划虽已落地，但实体经济预计仍存在较大的资金缺口，未来是否会演变成流动性甚至金融危

机取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扩散幅度和持续时间。短期美国就业和消费数据预计将继续恶化，带动盈利下修和

估值回调的格局延续。 

  

欧美主要指数  亚太主要指数 

指数 收盘点位 1日涨跌 (%)  指数 收盘点位 1日涨跌 (%) 
道琼斯  22,327.5  3.2  日经 225  19,085.0  (1.6) 

标普 500  2,626.7  3.4  标普/澳证 200  5,181.4  7.0 

纳斯达克  7,774.2  3.6  韩国 KOSPI  1,717.1  (0.0) 

巴西圣保罗证交所指数  74,639.5  1.6  标普印度国家证交所 CNX NIFTY  8,281.1  (4.4) 

欧元区斯托克 50  2,765.6  1.4  台湾台股指数  9,629.4  (0.7) 

英国富时 100  5,563.7  1.0  印尼雅加达综合  4,414.5  (2.9) 

法国 CAC 40  4,378.5  0.6  富时大马交易所吉隆坡综合  1,328.9  (1.1) 

德国 DAX 30  9,816.0  1.9  新加坡富时海峡  2,416.2  (4.4) 

俄罗斯交易系统现金指数  958.5  0.3  越南证交所指数  662.3  (4.9) 

资料来源：彭博    资料来源：彭博   

 

 

 

 

 

 

 

 

 

 

 

 

 

 

 

 

 

 

个 股 要 闻  
 強生 (JNJ US): 強生表示计划在 9 月之前开始对其实验性新型冠状病毒疫苗进行人体测试，如果疫苗

效果良好，将在 2021 年初准备好供紧急使用。强生还表示，已与联邦生物医学高级研究与发展局合作投资超过 10 亿

美元。该局隶属于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旨在共同资助疫苗研究。强生表示，还将通过在美国国内新工厂以及在其

他国家现有工厂的增加来提高生产能力，以快速生产和分发潜在疫苗，计划生产超过 10 亿剂疫苗。 
 

 梅西百貨 (M US): 梅西百货旗下店铺由 3 月 18 日起暂停营业，直至另行通告。集团在声明中指出，目

前只有网上销售业务仍维持运作，但关店令到公司失去主要收入，因此 13 万名雇员大部分都要在本周休假。 
 
 
资料来源：相关公司、中信证券         风险等级：由低至高分 1 至 5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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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 股 市 场  

 欧美疫情持续大幅扩散，加上国际油价昨日在亚洲时段曾跌穿 20 美元/桶，港股在期指结算日下跌。昨日恒

指低开低走，曾跌 510 点至 22,973 点全日低位，午后跌幅有所收窄，但维持低位震荡。收盘恒指报 23,175
点，跌 309 点 (-1.3%)，大市成交缩减至 1,079 亿港元，为 2 月 21 日以来低位。大盘蓝筹个别发展，其中内

地消费股表现较强，蒙牛 (2319 HK) 及旺旺 (151 HK) 分别涨 2.7%和 1.6%。港府加强限制公众聚集等措

施，拖累香港本地收租及餐饮股大跌；澳门博彩股继续受压；国际油价大跌，能源相关个股普遍捱沽。 

 各国相继推出刺激措施，市场忧虑情绪有所缓和，加上有药厂称将测试新冠肺炎疫苗，昨晚美股反复大涨。

夜市 4 月期指收报 23,394 点，较昨日恒指收盘高水 219 点；ADR 港股比例指数报 23,456 点，较港收盘高

280 点。疫情仍继续在全球大幅扩散，未来疫情发展仍是影响大市走势的主要变量，预期外地股市仍会继续

左右港股表现。市场仍担心疫情冲击经济仍困扰市场情绪，后续恒指仍会呈大幅震荡态势。疫情在内地有所

缓解，预期政府将陆续推出更多货币及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可择时关注基建相关板块；此外，投资者可阶段

性逢低配置内地科技、可选消费中的电商、5G 及高息价值龙头作中长线配置。 

  

港股主板五大表现强弱板块*/个股 恒生指数 

板块 1 日涨跌 (%)  板块 1 日涨跌 (%) 

 

医疗保健 (0.8)  非日常生活消费品 (2.2) 

能源 (1.0)  金融 (2.0) 

信息技术 (1.1)  公用事业 (1.9) 

通信服务 (1.4)  工业 (1.9) 

房地产 (1.5)  日常消费品 (1.7) 

 股票 1 日涨跌 (%)   股票 1 日涨跌 (%) 
亚洲能源物流 (351 HK) 109.1  VICON (3878 HK) (83.3) 

元征科技 (2488 HK) 35.4  信盛矿业 (2133 HK) (41.7) 

中国智能 (395 HK) 34.2  高鹏矿业 (2212 HK) (37.2) 

新华通讯频媒 (309 HK) 25.4  雷士国际 (2222 HK) (23.8) 

伟鸿集团 (3321 HK) 22.1  联泰控股 (311 HK) (20.7) 

资料来源：彭博、中信证券       * 根据 GICS 分类    资料来源：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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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股 要 闻  

 华泰证券 (6886 HK; 11.3 港元; 目标价: 18.3 港元) A 股回购。受惠于投资收入强劲和资产负债表快速

扩张，公司 2019 年净利润同比增长 79%，高于市场预期。除公布业绩外，华泰还宣布 A 股 (不包括 H 股) 的回购计

划。以股份数量计算，该计划规模为 A 股自由流通量 (不包括大股东) 的 0.8-1.7%，而最高回购价比昨天 A 股收盘价

高 68%，预期短期会为股价带来正向利好，建议关注。 
 

 世茂房地产 (813 HK; 25.3 港元; 目标价: 31.1 港元) 可持续的成长。2019 年公司签约额 2,600 亿元，

同比增长 48%。受益于充裕的土地储备，公司 2020 年可销售资源约 5,000 亿元 (未纳入世茂福晟)，我们认为公司在

正常去化的环境下，可以实现 25%-30%的销售增长，且权益比不会继续明显下降。由于拿地质量高，资金成本低，

公司是业内少数毛利率不会发生明显下行的大公司。公司净负债率继续维持在 60%以下，保持了良好的财务纪律。公

司融资成本达到 5.6%，较之 2018 年略有下降。我们认为，对母公司股东而言最有利的物业管理公司证券化模式即分

拆上市。公司当前股息率 5.7%，在板块中位居上乘。目标价 31.1 港元，建议关注。 
 

 恒安国际 (1044 HK; 55.6 港元; 目标价: 76.0 港元) 2020 年在复苏道路上。公司在业绩后的非交易路演

中分享对 2020 年的展望。2020 年，公司销售增长目标达中个位数以上，其中纸巾/卫生巾/纸尿片的增长预期为中高/
中低/低个位数，共中广告及推广比率将较 2019 年为低。此外，首席执行官在 3 月 27 日回购公司股份。我们预计在

强劲需求、基本面增强和原材料成本利好为公司 2020 年复苏铺平了道路。公司在 Covid-19 期间防御性强，也是民众

对卫生用品需求增长的关键受益者。公司目前股价为 2020 年 14 倍市盈率，估值便宜，而息率达 5%。我们重申建议

关注，目标价 76 港元。 
资料来源：相关公司、中信证券         风险等级：由低至高分 1 至 5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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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股 市 场  

 周末期间，中国中央政治局会议定调要引导贷款利率下行，周一人行开展 500 亿元 7 天期逆回购操作，为今

年 3 月份以来首次逆回购，并下调利率至 2.20%。不过受累于外围上周五普遍回软，沪深三大股指受压，至

盘尾跌幅略为收窄。截至收盘，沪指跌 24 点或 0.90%，报 2,747 点；深成指跌 204 点或 2.03%，报 9,904
点；创业板指报 1,860 点，跌 43 点或 2.28%。两市成交合计 6,331 亿元人民币，北向资金净流出 1.26 亿

元。盘面上，军工板块逆市走强，中船系个股大涨，中船防务 (600685 CH) 涨停，中船科技 (600072 CH) 
涨 6.37%。另外，农业种植、磷化工板块涨幅居前，云办公、景点旅游、网络安全居跌幅榜前列。 

 

陆股通五大表现强弱板块*/个股 上证综指 

板块 1 日涨跌 (%)  板块 1 日涨跌 (%) 

 

公用事业 (0.1)  信息技术 (2.9) 

日常消费品 (0.3)  通信服务 (2.4) 

金融 (0.4)  原材料 (1.7) 

工业 (0.4)  非日常生活消费品 (1.4) 

房地产 (1.0)  医疗保健 (1.2) 

 股票 1 日涨跌 (%)   股票 1 日涨跌 (%) 
宁波韵升 (600366 CH) 10.1  彩讯股份 (300634 CH) (10.0) 

继峰股份 (603997 CH) 10.0  鹏博士 (600804 CH) (9.9) 

中船防务 (600685 CH) 10.0  横店影视 (603103 CH) (9.9) 

西王食品 (000639 CH) 10.0  天齐锂业 (002466 CH) (9.4) 

国恩股份 (002768 CH) 10.0  宏大爆破 (002683 CH) (9.3) 

资料来源：彭博、中信证券     * 根据 GICS 分类      资料来源：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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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股 要 闻  
 宇通客车 (600066 CH; 13.05 元人民币) 分红超出预期 估值迎来提升。2019 年公司归母净利润 19.40

亿元，同比下跌 15.70%。公司业绩下滑主要由于：1) 2019 年客车行业整体下滑，全行业 7m 以上客车销量 13.4 万

辆，同比下跌 11.3%；2) 新能源汽车补贴退坡影响。不过，公司 2019 年经营性现金流为 53.40 亿元，相比于 2018
年的 25.78 亿元，明显转好。此外，2019 年度拟 10 股派 10 元，现金分红 22.14 亿元，分红率 114.11%，比例大幅

提高，对应当前市值股息率为 7.7%。短期公司客车销售及利润受补贴退坡及行业景气低的影响，但公司是客车领域

的绝对龙头，格局很好并在进一步优化，目前政策环境转暖，公司盈利能力有望触底回升。同时，随着应收补贴款收

回，现金流变好，公司加大分红比例，股息率提高，估值有望迎来修复，建议关注。 
 
 
资料来源：相关公司、中信证券         风险等级：由低至高分 1 至 5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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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汇 / 商 品  

 市场仍然忧虑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原油市场需求，加上俄罗斯及沙地阿拉伯的减价战未有平息迹象，国际油价

周一显著下挫，纽约期油价格曾跌穿 20 美元/桶，创下 18 年低位。纽约 5 月期油收盘跌 6.6%至 20.09 美元/
桶，创 2002 年 2 月以来低位；伦敦布兰特 5 月期油收盘跌 8.7%至 22.76 美元/桶，创 2002 年 11 月以来低

位。 

 昨晚美股大涨，避险情绪放缓，加上美元汇价偏强，国际金价周一轻微回落。纽约 6 月期金收盘微跌 0.2%至

1,622.0 美元/盎司。金价此前上升与部分炼金厂停工有关，但有关影响逐渐减弱。全球主要央行都在实施量

化宽松措施，中长线预期仍利好金价表现。 

主要外汇商品 
 上日收盘 1日变动 (%) 5日变动 (%) 年初至今涨跌 (%) 保力加通道 (上端) 保力加通道 (下端) 彭博预测* 潜在升/跌幅 (%)* 

美元指数 99.18 0.8 (3.2) 2.9 103.66 94.16 96.05 (3.2) 

美元兑人民币^ 7.100 (0.1) (0.1) (1.9) 7.153 6.891 6.95 2.2 

美元兑日圆 107.76 0.2 3.2 0.8 112.64 102.68 107.00 0.7 

欧元兑美元 1.105 (0.8) 3.0 (1.5) 1.149 1.064 1.13 2.3 

英镑兑美元 1.241 (0.4) 7.6 (6.4) 1.340 1.127 1.31 5.5 

澳元兑美元 0.617 0.1 5.8 (12.1) 0.682 0.559 0.67 8.5 

纽约期金 1,622.0 (0.2) 3.5 6.5 1,739.5 1,453.3 1,554.00 (4.2) 

纽约期油 20.1 (6.6) (14.0) (67.1) 47.5 12.7 40.00 99.1 

彭博商品指数 62.1 (1.0) 0.1 (23.3) 74.1 57.1 NA NA 

资料来源：彭博、中信证券      * 2020 年彭博综合预测         ^在岸人民币汇价 

 

固 定 收 益  

 债市新闻：美国公债收益率周一多数走低，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延长居家指引，以抗击日益恶化的新冠

病毒疫情，此消息推动投资者继续买入避险资产。周一进行的美债标售结果显示，尽管政府增加了短债供

应，但投资者仍在寻求购买更多短债。 

债券市场指数 

  现时  1日涨跌 
(%) 

年初至今 
(%)   现时 

(%) 
1日涨跌 

(基点) 
年初至今 

(基点)   现时 1日涨跌 
(%) 

年初至今 
(%) 

中国境内债 
(人民币) 196.55 0.06 3.09  2年期 

美债收益率 0.23 (1.37) (134.10)  美国投资级指数 463.75 0.43 (3.17) 

中资美元债 
投资级指数 208.98 (0.09) 0.64  10年期 

美债收益率 0.73 5.18 (119.11)  美国高收益指数 589.02 0.82 (13.99) 

中资美元债 
高收益指数 290.37 (0.56) (7.41)  30年期 

美债收益率 1.34 7.31 (105.30)  美国3-5年 
期国债指数 390.96 0.16 5.36 

中资房地产 
美元债 311.52 (0.68) (6.68)  10-2年 

美债利差 0.50 6.55 14.99  新兴市场 
政府债指数 123.85 (1.27) (15.55) 

资料来源：彭博、中信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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