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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市场 

 现价 周变

化% 

年变

化% 

欧元/美元 1.1068 3.8% -3.5% 

英镑/美元 1.2263 6.2% -3.7% 

美元/日元 108.43 1.9% 1.0% 

澳元/美元 0.6119 6.5% -13.0% 

纽元/美元 0.5982 6.2% -10.8% 

美元/加元 1.3997 2.4% -2.7% 

美元/瑞郎 0.9601 2.4% 2.1% 

 

亚洲主要货币 

 
现价 周变

化% 

年变

化% 

美元/人民

币 
7.0742 0.3% -2.8% 

美元/离岸

人民币 
7.0843 0.2% -3.1% 

美元/港币 7.7515 0.0% 1.0% 

美元/台币 30.181 0.1% 1.7% 

美元/新元 1.4251 1.6% -4.5% 

美元/马币 4.2730 2.8% -3.3% 

美元/印尼

卢比 
16050 -0.6% -10.4% 

 

下周全球市场三大主题 

1. 全球 3 月制造业指数 

2. 继续关注病毒发展 

3. 美国非农就业人数 

本周随笔：尾部风险已控，下一步看什么？ 

上周的周报中笔者表达了对美联储的敬仰，认为美联储快速重启 08 年金

融危机时代各种设施的方式非常给力。本周一美联储再接再厉，再出两个

大招。除了无限量量化宽松之外，美联储又推出了三个新的设施包括一级

市场信贷便利 PMCCF，二级市场公司信贷机制 SMCCF 以及定期资产担保

证券贷款机制 TALF。这三个设施将为市场提供最多 3000 亿美元的融资，

此外财政部的外汇稳定基金将为每个设施提供 100 亿美元的股权资金。除

了这三个新的设施之外，美联储也在量化宽松中扩大了资产购买的范围包

括商业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以及允许在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流动性工具 MMLF

中加入市政票据和银行存单和在商业票据融资机制 CPFF 中加入高质量免

税的商业票据。 

 

反正美联储是出了一连串华丽的招数和名词。以上这段估计不少读者看得

云里雾里。这个没关系。关心两点就可以了。第一，无限量 QE 的好处就

是可以抑制市场的波动性。之前市场波动性大幅上升正是市场陷入恶性循

环的主要原因。第二，这一系列设施，到目前为止是已经把所有 2008 年

金融危机时候的牌都打出来了。也就是说美联储已经一把梭了。其目的就

是为了确保信贷的流通，而其中美联储可以直接购买病毒爆发前投资级企

业债券更是市场期盼的王炸之中的王炸。在全球经济突然停摆中，企业面

临最大的挑战总结起来就是 3C，包括 Cashflow 现金流，Cost 成本和

Credit 信用。Cost 主要依靠财政政策，而美联储能够照顾到的就是企业的

Cashflow 和 Credit。 

 

如今美联储大招已出，笔者认为市场的尾部风险基本已经控制住了。这也

意味着美元慌的局面有所好转。本周货币财政双管齐下为市场注入了兴奋

剂，这也是本周股市大幅反弹的主要原因。 

 

接下来市场和政策可能怎么走呢？笔者总是觉得这次的危机和以往不一样

的地方就是我们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看到一场流动性危机。确实过去几周发

生了美元慌，但是这更多是结构性的。市场并没有将人性的贪欲和恐惧清

洗出去。这两周笔者观察到银行和券商开户生意非常好，大量的“欲抄底

者”蠢蠢欲动。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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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慌最糟糕的时间点或许已经过去了。但是市场尚未完全康复。Libor OIS 息差虽然不再上涨，也没下跌。外汇掉期市场

上，欧元和英镑趋于平稳，但是亚洲美元依然较为紧缺。日元韩元的掉期显示亚洲市场对美元的需求依然很高。这几天中国

境内美元流动性也同样收紧。这从人民币掉期的波动里可以看出来，或许是季末的关系，或许是偿还外债的压力又或许是套

利的需求。总之本周中国对美元需求的上升正是人民币即期走弱的主要因素。 

 

除了美元流动性之外，市场的波动性也并未完全下来，确实，VIX 已经从 80 多的高点回落，但是目前还是维持在 60 以上。

总体来看，在尾部风险控制之后，市场将渐渐回归基本面，昨天美国初次申请失业金人数大幅飙升至 300 多万，这或许只是

冰山的一角，这意味着 3 月美国的失业率很有可能从 3.5%飙升至 5.5-6%。 

 

在海外疫情继续恶化的背景下，笔者觉得市场的 V 型反弹的可能性并不大。随着宏观经济层面和微观公司层面更多负面新闻

出来，笔者认为市场或许还将面临新一轮波动。对于汇率来说，美元慌导致的美元大涨或许已经见顶，接下来美元的走势可

能会跟随市场风险情绪波动。如果市场有新一轮避险情绪，不排除美元波动中重新上涨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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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市场 本周回顾 
经历了 08 年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显然比过去老道许多。过去一两个星期以来，美联储逐一拿出收藏多年的法宝，一步步

缓和了境内外市场，一级二级市场，以及信用债市场美元流动性紧张的局面。周四，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再给市场打一剂强心

针，称美联储还有政策空间。因此，美元指数一路由 102 上方大跌至 99 下方。另一方面，美国万亿财政刺激方案经过多番

波折终于在参议院通过，而一向不待见赤字的德国也批准了高达 7500 亿欧元的抗疫刺激计划，并释放进一步刺激的信号。

随着各国政府开始发力，全球风险情绪改善，支持欧美股市大幅反弹，同时 10 年期美债收益率及黄金价格收复失地后稍微

回落。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美元荒的情况虽有所缓和，但尚未“根治”，比如 LIBOR 继续上升，而亚洲地区通过日元、韩

元等掉期互换美元成本依然高企。这或许与季结因素相关。季末过后，不排除美元流动性进一步改善，从而驱使美元指数继

续下滑的可能。因此，一众货币兑美元或仍有一些上升空间。惟这并不意味着汇市从此出现大逆转。鉴于欧美新增确诊人数

持续攀升，疫情显然尚未受控。因此，封关锁国的措施一时半会仍难解除，意味着需求和供应将双双受冲击。换言之，3 月

份欧美英 PMI 创纪录新低或多年新低后，势将进一步下滑。另外，我们还将看到失业情况的恶化（美国上周首次申领失业救

济金人数飙升至历史新高的约五倍，高达 328.3 万人），继而导致需求进一步收缩。因此，即使美元荒情况改善驱使美元回

调，也可能只是短暂现象。随着经济衰退逼近（IMF 称今年全球经济将萎缩），避险情绪回归，将再度支持美元。因此，其

他货币即使出现短暂反弹，在疫情受控前，相信上升空间也不会太大。 

 

本周重点关注货币 

美元指数: 

⚫ 继美联储出台多项措施后，美元荒的情况有所缓

和，伴随着美元指数从 102 上方跌至 99 下方。 

⚫ 具体而言，本周美联储宣布无限量购买国债和

MBS，同时推出三个工具以购买公司债和 ETF，

总规模达 3000 亿美元。此外，美联储预计将宣

布一项商业贷款计划，以对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

提供贷款。美国财政部则将通过外汇稳定基金为

SPV 提供 100 亿美元的初始股权投资。周四，美

联储主席鲍威尔更称美联储还有政策空间。 

⚫ 除此之外，2 万亿美元财政刺激方案经过多番波

折在参议院通过。风险情绪复苏也利淡美元。  

⚫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美元荒的情况尚未“根

治”，比如 LIBOR 继续上升。这或许与季结因素

相关。季末过后，不排除美元流动性进一步改

善，从而驱使美元指数继续下滑的可能。 

⚫ 然而，即使美元荒情况改善驱使美元回调，也可

能只是短暂现象。本周公布的 3 月服务业 PMI 创

纪录新低，上周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创历史

新高，显示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开始浮现。随着经

济衰退逼近，避险情绪回归，将再度支持美元。  

图 1：美元指数-日线图：美元指数回到 99 下方。多方力量显著减弱。

短期内，关注美元指数能否守住 50 天移动平均线（红），若失守则可

能下试 98 水平，惟仍可能主要在 98-102 区间内波动。 

 

 

多方力量显著转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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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 

继美联储出台多项措施后，美元荒的情况有所缓和。周四，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更称美联储还有政策空间。因此，美

元指数进一步跌穿 99。此外，2 万亿美元财政刺激方案经过多番波折在参议院通过。风险情绪复苏也利淡美元。不

过，值得注意的是，美元荒的情况尚未“根治”，比如 LIBOR 继续上升。这或许与季结因素相关。季末过后，不排

除美元流动性进一步改善，从而驱使美元指数继续下滑的可能。然而，即使美元荒情况改善驱使美元回调，也可能

只是短暂现象。本周公布的 3 月服务业 PMI 创纪录新低，上周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创历史新高，显示疫情对经

济的影响开始浮现。随着经济衰退逼近，避险情绪回归，将再度支持美元。 

欧元 

欧元大幅反弹。一方面，美元回落。另一方面，欧洲央行和政府携手对抗疫情，提振市场信心。具体而言，欧央行

放宽不良贷款规定，同时允许银行动用缓冲资金（或释放约 1200 亿欧元）。另外，欧央行称不排除购买 ETF 的可

能，并取消 7500 亿欧元 QE 购买计划的几乎所有限制。再者，德国政府批准 7500 亿欧元的一篮子刺激措施，并

释放进一步刺激的信号。然而，由于欧洲疫情持续恶化，经济前景堪忧之下，欧元反弹空间或有限。 

英镑 

随着英国央行和政府联合推出多项应对疫情的措施，英镑大幅反弹。首先，英国政府将为因疫情而无法工作的雇员

支付 80%的工资，最多可达 2500 英镑。其次，继本月两次紧急减息后，英央行维持利率不变，称如有需要将进一

步扩大 QE 规模。然而，英镑短期升幅料有限。英国 3 月制造业及服务业 PMI 分别下跌至 1998 年以来最低的水

平。随着英国封国，经济将难免进一步受打击。中期而言，英镑升幅也可能受制于英欧贸易谈判的不确定性。  

日元 

日元一度回落至 2 月份以来的低位。首先，美元荒情况缓和，加上欧美政府推出刺激措施，提振风险情绪。其次，

东京奥运将推迟一年举行。这或为日本经济造成巨大损失。日本经济前景堪忧，亦利淡日元。第三，临近日本财年

末，企业对美元需求强劲。不过，随着美元和美债收益率回落，日元收复部分失地。季末过后，若美元流动性继续

改善，日元将进一步反弹。另外，由于全球经济衰退风险高企，避险情绪随时升温，也可能对日元带来支持。  

加元 

加元回升，主因是美元回落。油市方面，美国国务卿与沙特王储通话，重点讨论了维持国际能源市场稳定的必要

性。这加上风险情绪复苏，带动油价反弹。随后，国际能源署总干事警告今年原油需求将下滑 2000 万桶/日，导致

美油跌逾 7%。短期内，运输业受创及全球经济前景转弱，将削弱原油需求。同时，原油价格战持续，令供应面临

大幅增加的压力。因此，油价料继续在低位徘徊。油市疲软，以及加央行较大的宽松空间，料限制加元升幅。 

澳元 

澳元跑赢其他 G7 货币，因为市场风险情绪改善，以及澳洲政府推出刺激措施提振市场信心。澳政府出台第三轮

661 亿澳元的刺激措施，将抗疫措施总规模推高至 1890 亿澳元。新措施包括向企业提供 252 亿澳元的资金，并向

中小企提供 400 亿澳元融资。另外，政府将向劳工提供双倍失业救济金。尽管刺激措施加码，惟澳洲封国将对当地

经济带来沉重打击。而疫情持续，导致全球经济停摆，也将削弱澳洲硬商品需求。因此，短期内澳元升幅料有限。 

纽元 

纽元反弹，主要是受惠于风险情绪改善及纽储行推出新措施提振市场信心。纽储行指将会在未来 12 个月内于二手

市场购买 300 亿纽元的政府债券，以帮助通胀及就业迈向政策目标。纽储行行长 Orr 指在有需要的情况下，纽储行

将扩大 QE 计划。该央行正考虑下一步潜在购买资产的种类，包括企业债券及地方政府债券等。然而，短期内，除

非疫情受控，否则风险情绪料难持续高企。因此，纽元反弹的空间或有限。 

人民币 

境内美元流动性趋紧，一度导致人民币对美元下滑，并跌穿7.1000。临近季末，企业购汇需求增加。另外，企业在

境内借美元，以回购海外中资美元债或还外债。不过，随着美元进一步回落，人民币收复 7.1 关口。其他方面，消

息称中国央行即将下调基准存款利率，惟此举旨在降低银行资金成本，鼓励放贷，调整幅度料不会太大，对人民币

影响料有限。展望未来，季末过后，若美元荒问题进一步改善，人民币料逐步收复 7.05，甚至 7.0 的关口。 

港元 

港元升至 2016 年初以来最高水平，并迈向强方兑换保证 7.75。临近季末，港元资金趋紧，带动港元拆息全线向

上，并扩大与美息的差距，进而为市场带来套息诱因。另一方面，月初至今，深港通沪港通下的南向资金，净流入

规模创纪录新高。同时，北向资金净流出规模达纪录最高。资金从中国内地流入香港股市，也可能为港元带来一定

支撑。展望未来，随着美元流动性进一步改善，同时港元利率下行空间继续受限于较少的银行总结余，美元转弱及

港美利率保持一定差距，将可能把美元/港元推向 7.75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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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 

⚫ 欧元大幅反弹。一方面，美元回落。 

⚫ 另一方面，欧洲央行和政府携手对抗疫情，提

振市场信心。货币刺激方面，欧央行放宽不良

贷款规定。其中，德国及法国已承诺提供一万

亿美元的担保及贷款。另外，欧央行允许银行

动用缓冲资金，或可以释放约 1200 亿欧元。再

者，欧央行称不排除购买 ETF 的可能，并取消

7500 亿欧元 QE 购买计划的几乎所有限制。财

政刺激方面，德国政府批准一项 7500 亿欧元的

一篮子刺激措施，包括向企业提供贷款，并释

放进一步刺激的信号。 

⚫ 然而，由于欧洲疫情持续恶化，经济前景堪忧

之下，欧元反弹空间或有限。具体而言，欧元

区经济数据反映疫情的影响开始浮现。3 月制造

业及服务业 PMI 分别下跌至 44.8 及 28.4，创

纪录新低，意味着经济活动收缩的程度超过

2008 年金融海啸时期。此外，意大利将开始停

止工业生产。若其他成员国仿效，或加剧欧元

区经济下行压力。 

图 2：欧元/美元-日线图：欧元/美元大幅反弹至 1.1000 上方，惟尚未

突破 200 天移动平均线（绿）。空方力量显著减弱，若突破 200 天移动

平均线，将上试 1.1200。 

   

英镑: 

⚫ 随着英国央行和政府联合推出多项应对疫情的

措施，加上美元回落，英镑大幅反弹。 

⚫ 首先，英国政府将为因疫情而无法工作的雇员

支付 80%的工资，最多可达 2500 英镑，计划

为期三个月，旨在防止失业情况进一步恶化。 

⚫ 其次，继本月两次紧急减息后，英央行维持利

率不变，称如有需要将进一步扩大 QE 规模。而

英国金融政策委员会也指在有需要的时侯，采

取进一步行动。 

⚫ 然而，英镑短期升幅料有限。具体而言，英国 3

月制造业及服务业 PMI 分别下跌至 1998 年以

来最低的水平，反映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开

始浮现。随着英国全国封锁居家隔离，并呼吁

暂停社交活动，经济将难免进一步受打击。 

⚫ 中期而言，英镑升幅也可能受制于英欧贸易谈

判的不确定性。 

图 3：英镑/美元-日线图：英镑大幅反弹，伴随着能量柱由空方转向多

方。随着英镑/美元突破 1.2000 的阻力，将继续迈向 200 天移动平均线

（绿）1.2669 的水平。 

    

空方力量显著减弱 

 

能量柱由空方转向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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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元: 

⚫ 日元一度回落至 2 月份以来的低位。首先，美

元荒情况缓和，加上欧美政府推出刺激措施，

提振风险情绪。其次，临近日本财年末，企业

对美元需求强劲。第三，日本经济前景堪忧，

亦利淡日元。不过，随着美元和美债收益率回

落，日元收复部分失地。季末过后，若美元流

动性继续改善，日元将进一步反弹。另外，由

于全球经济衰退风险高企，避险情绪随时升

温，也可能对日元带来支持。 

⚫ 经济方面，受疫情冲击，日本 3 月 Jibun Bank

制造业 PMI 下跌至 44.8。另外，东京奥运将推

迟一年举行。这或为日本经济造成 6410 亿日元

的巨大损失。为应对疫情，日本政府考虑推出

30 万亿日元的直接及非直接刺激措施，包括向

国民发放现金及向中小企业提供融资等。日首

相亦指将推出措施，保护受疫情影响的就业市

场。另外，日本将考虑增加回购通胀挂钩债

券。一系列措施或有助减轻经济下行压力。  

图 4：美元/日元 – 4 小时图：美元兑日元先升后跌，并跌入云层，接下

来可能下试 108 的支持位。 
        

 

加元: 

⚫ 加元回升，主因是美元回落。 

⚫ 油市方面，美国国务卿与沙特王储通话，重点

讨论了维持国际能源市场稳定的必要性。这加

上风险情绪复苏，带动油价反弹。随后，国际

能源署总干事警告今年原油需求将下滑 2000 万

桶/日，导致美油跌逾 7%。短期内，运输业受

创及全球经济前景转弱，将削弱原油需求。同

时，原油价格战持续，令供应面临大幅增加的

压力。因此，油价料继续在低位徘徊。油市疲

软，以及加央行较大的宽松空间期货市场显示 4

月减息可能性达 87.2%），料限制加元升幅。 

⚫ 其他方面，加拿大上周录得 50 万失业救济金的

申请，反映疫情导致劳动力市场恶化。为应对

疫情，加拿大总理指将帮助企业改装生产线，

扩大对医疗物资制造商的支持，同时将进一步

推出刺激措施，包括向农民及生产者额外提供

50 亿加元的贷款。 

图 5：美元/加元 - 日线图: 美元/加元上试 2016 年以来高位 1.4690 无

果，随即大幅回落，惟尚未突破 1.4000。能量柱由多方转向空方。短期

内，关注该货币对子能否守住 1.4000 的关口。  

           

基准线（蓝） 

转换线（黑） 

能量柱由多方转向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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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元: 

⚫ 澳元由低位反弹，因为市场风险情绪改善，以

及澳洲政府推出刺激措施提振市场信心。 

⚫ 3 月 CBA 制造业 PMI 下滑至 50.1。这反映疫情

对经济的影响开始浮现，因此澳洲政府出台第

三轮 661 亿澳元的刺激措施，将抗疫措施总规

模推高至 1890 亿澳元。新措施包括向企业提供

252 亿澳元的资金，并向中小企提供 400 亿澳元

融资。另外，政府将向劳工提供双倍失业救济

金，以及设立多达 400 亿澳元资金用于应对紧

急事务。若危机持续，政府可能会增加注资。 

⚫ 展望未来，尽管刺激措施加码，惟澳洲封国将

对当地经济带来沉重打击。而疫情持续，导致

全球经济停摆，也将削弱澳洲硬商品需求。因

此，短期内澳元的升幅料有限。 

图 6：澳元/美元 - 日线图: 澳元大幅反弹，并兑美元突破 0.6 的阻力位。

能量柱由空方转向多方，若澳元/美元进一步反弹，下一个阻力位将会是

50 天移动平均线（红）附近的 0.65。  

                

纽元:  

⚫ 纽元反弹，主要是受惠于风险情绪改善及纽储

行推出新措施提振市场信心。 

⚫ 纽储行指将会在未来 12 个月内于二手市场购买

300 亿纽元的政府债券，以帮助通胀及就业迈向

政策目标。纽储行行长 Orr 指在有需要的情况

下，纽储行将扩大 QE 计划。该央行正考虑下一

步潜在购买资产的种类，包括企业债券及地方

政府债券等。同时，纽储行指大规模债券购买

计划有其必要性，相信此举不会阻碍市场的功

能。 

⚫ 数据方面，纽西兰 2 月录得 5.94 亿纽元的贸易

顺差，反映当地贸易表现仍然稳健。然而，纽

西兰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非必要商业活动将暂

停。随着全球经济停摆，纽西兰经济前景难言

乐观。政府及央行或推出更多刺激措施。 

⚫ 短期内，除非疫情受控，否则风险情绪料难持

续高企。因此，纽元反弹的空间或有限。 

图 7：纽元/美元-日线图：纽元大幅反弹，兑美元突破 0.59 的阻力位。

能量柱由空方转向多方，若纽元/美元继续反弹，并突破 0.60 的阻力，将

进一步上试 0.62。  

                

能量柱由空方转向多方 

 

能量柱由空方转向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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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主要股指 

 收盘价 周%变化 年%变化 

道琼斯 22552.17 17.62% -3.32% 

标准普尔 2630.07 14.11% 4.92% 

纳斯达克 7797.54 13.34% 17.52% 

日经指数 19132.70 15.59% -4.41% 

富时 100 5815.73 12.04% -13.56% 

上证指数 2789.60 1.60% 11.86% 

恒生指数 23466.38 2.90% -9.21% 

台湾加权 9698.92 5.03% -0.29% 

海峡指数 2523.81 4.69% -17.76% 

吉隆坡 1350.41 3.62% -20.12% 

雅加达 4681.38 11.60% -24.43% 

 

大宗商品价格(1) 
 收盘价 周%变化 年%变化 

能源    

WTI 油价 23.02 2.6% -49.3% 

布伦特 26.51 -1.7% -50.7% 

汽油 56.11 -7.3% -57.6% 

天然气 1.64 2.1% -44.3% 

    

金属    

铜 4804.00 -0.1% -19.5% 

铝 1517.00 -3.5% -16.8% 

    

贵金属    

黄金 1643.80 10.7% 28.3% 

白银 14.64 18.6% -5.8% 

    

 

大宗商品价格(2) 

 收盘价 周%变化 年%变化 

农产品    

咖啡 1.247 4.1% 22.4% 

棉花 0.5305 -1.2% -26.5% 

糖 0.1133 3.8% -5.8% 

可可 2,255 1.1% -6.7% 

    

谷物    

小麦 5.6700 5.1% 12.7% 

大豆 8.845 2.6% 0.2% 

玉米 3.4675 0.9% -7.5% 

    

亚洲商品    

棕榈油 2,420.0 3.5% 20.8% 

橡胶 140.0 -3.7% -18.6% 

 

主要利率 

 收盘价 周变化

bps 

年变化 bps 

3 月 Libor 1.27% 6.3 -154 

2 年美债 0.28% -4 -221 

10 年美债 0.79% -5 -189 

       

2 年德债 -0.64% 3 -3 

10 年德债 -0.36% -4 -60 

    

    

    
    
    
    
    

  一周股市，利率和大宗商品

价格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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