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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CTT 每每週週 MMPPFF 新新聞聞 

2015 年 7 月  

2017 年 11 月 20 日 

 

 

 

 

 

 

 

 

 

 

 

 

 

 

 

主要新聞： 

 

調查指逾 80%受訪者無選用 DIS       信報       11 月 14 日 

http://paper.wenweipo.com/2017/11/14/FI1711140004.htm  
 

釋放強積金 置業之我見      am730       11 月 14 日 

https://www.am730.com.hk/column/%E8%B2%A1%E7%B6%93/%e9%87%8b%e6%94%be%e5%b
c%b7%e7%a9%8d%e9%87%91-
%e7%bd%ae%e6%a5%ad%e4%b9%8b%e6%88%91%e8%a6%8b-103528 
 

過去半年人均 MPF 淨賺 24,696 元      蘋果日報       11 月 16 日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daily/article/20171116/20216260  
 

責任聲明：本文件之資料及材料只供內部參閱，並不應被用作向公眾分發之用。使用者應留意：(i) BCT 銀聯集團並不保證本文件載列的所有資訊之準確性、充分性及完整性，亦不對任何

錯誤或遺漏承擔任何責任；(ii) 本文件之資料及材料僅供參考，並不應被視為邀請、邀約或推銷任何投資產品或服務，並不旨在作為任何性質之專業意見；(iii) 投資涉及風險，過往之表現不

能作為將來表現之指引；(iv) 投資者應徵詢合適的獨立專業意見，本文件並不旨在、亦不應被依賴作為任何性質之專業意見。BCT 銀聯集團將不承擔本文件之資料及材料之使用者任何直接

或間接的決策、申索及訴訟，亦不負責任何直接或間接的損失、成本及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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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CCTT 每每週週市市場場焦焦點點 

2015 年 7 月  

2017 年 11 月 20 日 
 

 

指數 

17 年 11

月 17 日

收報 

對上週

變動 

(%) 

對上週

變動 

本年

至今 

(%) 

美國         

道瓊斯指數 23,358  -0.3  -64  18.2  

標普 500 指數 2,579  -0.1  -3  15.2  

納斯達克指數 6,783  0.5  32  26.0  

歐洲         

英國富時 100 7,381  -0.7  -52  3.3  

德國 DAX 指數 12,994  -1.0  -134  13.2  

巴黎 CAC 指數 5,319  -1.1  -62  9.4  

亞洲         

MSCI 亞洲除日本 706  0.5  3  37.2  

恒生指數 29,199  0.3  78  32.7  

國企指數 11,609  -1.2  -137  23.6  

上證綜合指數 3,383  -1.4  -50  9.0  

滬深 300 指數 4,121  0.2  9  24.5  

日經平均指數 22,397  -1.3  -285  17.2  

首爾綜合指數 2,534  -0.4  -9  25.0  

新加玻海峽時報 3,382  -1.1  -38  17.4  

曼谷 SET 指數 1,709  1.2  20  10.8  

雅加達綜合指數 6,052  0.5  30  14.3  

其他新興市場         

MSCI 新興市場 1,136  0.7  8  31.8  

巴西聖保羅指數 73,437  1.8  1,272  21.9  

莫斯科 MICEX 1,132  -2.1  -24  -1.7  

孟買 SENSEX 33,343  0.1  28  25.2  

*本地貨幣回報 

主要匯率 現價 對上週變動 (%) 
 

主要商品 現價 對上週變動 (%) 波幅 / 美匯 現價 對上週變動 (%) 

歐元/美元 1.1790  1.07  
 
紐約即月石油 56.6  -0.33  標普波幅 11.4  1.24  

英磅/美元 1.3215  0.14  
 
黃金 1,294.2  1.47  美匯指數 93.7  -0.77  

歐元/瑞郎 0.9891  -0.70  
       

美元/日元 112.10  -1.26  
 

債券殖利率 3 個月 6 個月 2 年 10 年 30 年 

澳元/美元 0.7564  -1.27  
 
美國國債 1.262  1.411  1.723  2.344  2.778  

美元/人民幣 6.6268  -0.21  
 
德國國債 -0.835  -0.762  -0.718  0.359  1.238  

 責任聲明：本文件之資料及材料只供內部參閱，並不應被用作向公眾分發之用。使用者應留意：(i) BCT 銀聯集團並不保證本文件載列的所有資訊之準確性、充分性及完整性，亦不對任何錯

誤或遺漏承擔任何責任；(ii) 本文件之資料及材料僅供參考，並不應被視為邀請、邀約或推銷任何投資產品或服務，並不旨在作為任何性質之專業意見；(iii) 投資涉及風險，過往之表現不能

作為將來表現之指引；(iv) 投資者應徵詢合適的獨立專業意見，本文件並不旨在、亦不應被依賴作為任何性質之專業意見。BCT 銀聯集團將不承擔本文件之資料及材料之使用者任何直接或

間接的決策、申索及訴訟，亦不負責任何直接或間接的損失、成本及支出。 

 

主要新聞： 

 
美國參議院委員會通過稅改計畫 共和黨要完成立法仍面臨諸多難題 

 

在美國眾議院共和黨人通過他們的稅改法案後，在參議院金融委員會

的同事批准了大為不同的另一個版本稅改方案。參議院稅改計畫與眾

議院法案最為明顯的區別包括將下調企業稅率延後一年，以及讓各項

個稅減免措施在 2026 年前到期。其他條款也可能引起共和黨內部最嚴

峻的挑戰。已經有參議院共和黨人對合夥企業和其它稅賦轉遞企業的

稅賦待遇、廢除歐巴馬醫保的個人強制保險以及稅改計畫的潛在赤字

問題表達了反對意見。關於國際稅負措施的問題則比比皆是。每個這

樣的爭議問題都需要謹慎應對，稍有不慎，整個計畫就可能瓦解。 

 

德拉吉稱隨著勞動力市場收緊 工資水平的上升將緩解歐洲央行的壓力 

 

歐洲央行總裁馬裡奧·德拉吉預計歐元區的工人們很快將獲得更大幅度

的加薪，從而緩解歐洲央行肩頭持續支撐經濟的壓力。歐洲央行多年

來一直在努力抗擊低通膨， 德拉吉重申壓制物價的一個「關鍵問題」

就是工資沒有上漲。但是在實施了大規模的貨幣政策刺激，幫助拉低

了失業率並刺激了消費之後，德拉吉如今預計，情況會開始有所變化

了。「在通膨預期受到良好錨定的情況下，過去低通膨對工資形成的

影響應該不會再持續下去了，」德拉吉在法蘭克福講話稱。 隨著勞動

力市場收緊以及不確定性下降，鬆弛和工資成長之間的關係應該會重

新浮現。但我們必須保持耐心。 

 

中國人民銀行：將繼續實施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 

 

中國央行表示，將繼續實施「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密切」關注

流動性形勢和市場預期變化，並深化利率和匯率市場化改革。根據週

五發布的第三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國央行的目標是為穩成長、

調結構、促改革、惠民生、去槓桿、抑泡沫、防風險營造「適宜的」

貨幣金融環境。將加強貨幣政策與其他相關政策協調配合，並放寬境

外金融機構的市場准入限制。當局正努力在穩成長、加大力度抑制過

度金融槓桿和深化經濟改革方面實現微妙的平衡。 

資料來源: 17/11/2017 – 20/11/2017, 彭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