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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CTT 每每週週 MMPPFF 新新聞聞 

2015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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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新聞： 

 

羅致光：取消強積金對沖 只是回復長服金保障功能          明報        4 月 16 日 

https://news.mingpao.com/ins/instantnews/web_tc/article/20180415/s00001/152376348
3712 
 

黃毅林: 分段調升強積金供款上限   信報        4 月 16 日 

http://www2.hkej.com/wm/article/id/1816057 
 

周永新提出「計數易」撤對沖方案        明報        4 月 17 日 

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80417/s00002/1523902224635  
 

取消強積金對沖代替方案須「計數易、攞錢快」               明報        4 月 17 日 

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80417/s00012/1523902276349  
 

「少老就業」豈能違人道原則         蘋果日報        4 月 19 日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daily/article/20180419/20365762  

（立法會社會福利界議員 邵家臻）  

 

胡彥希: 中美貿戰 強積金部署考慮港股         信報        4 月 20 日 

http://www2.hkej.com/wm/article/id/182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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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CCTT 每每週週市市場場焦焦點點 

2015 年 7 月  

2018 年 04 月 23 日 
 

 

指數 

18 年 04

月 20 日

收報 

對上週

變動 

(%) 

對上週

變動 

本年

至今 

(%) 

美國         

道瓊斯指數 24,463  0.4  103  -1.0  

標普 500 指數 2,670  0.5  14  -0.1  

納斯達克指數 7,146  0.6  39  3.5  

歐洲         

英國富時 100 7,368  1.4  104  -4.2  

德國 DAX 指數 12,541  0.8  98  -2.9  

巴黎 CAC 指數 5,413  1.8  98  1.9  

亞洲         

MSCI 亞洲除日本 718  -0.6  -4  0.7  

恒生指數 30,418  -1.3  -390  1.7  

國企指數 12,054  -1.7  -207  2.9  

上證綜合指數 3,072  -2.8  -88  -7.1  

滬深 300 指數 3,761  -2.8  -110  -6.7  

日經平均指數 22,162  1.8  384  -2.6  

首爾綜合指數 2,476  0.9  21  0.4  

新加玻海峽時報 3,573  2.1  72  5.0  

曼谷 SET 指數 1,801  1.9  34  2.7  

雅加達綜合指數 6,338  1.1  67  -0.3  

其他新興市場         

MSCI 新興市場 1,168  -0.2  -2  0.8  

巴西聖保羅指數 85,550  1.4  1,216  12.0  

莫斯科 MICEX 1,146  3.7  41  -0.7  

孟買 SENSEX 34,416  0.7  22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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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88  -0.35  
 
紐約即月石油 68.4  1.47  標普波幅 16.9  -3.04  

英磅/美元 1.4000  -1.67  
 
黃金 1,335.6  -0.73  美匯指數 90.3  0.57  

歐元/瑞郎 0.9746  1.29  
       

美元/日元 107.66  0.29  
 

債券殖利率 3 個月 6 個月 2 年 10 年 30 年 

澳元/美元 0.7672  -1.18  
 
美國國債 1.805  2.003  2.459  2.961  3.146  

美元/人民幣 6.2964  0.34  
 
德國國債 -0.696  -0.664  -0.569  0.588  1.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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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新聞： 

 
美國財長努欽：正在考慮訪問中國商談貿易問題 

 

在中美兩國就貿易問題陷入對峙之際，美國財長努欽表示，正考慮訪

問中國。努欽在華盛頓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春季會議上向記者發

表講話，他說，對美國和中國可以達成貿易協議持「謹慎樂觀」的態

度，但拒絕對最終協議的可能形式透露任何細節。在 IMF 會議上會見

了中國央行行長易綱，討論主要集中在央行範疇內的相關問題，而非

貿易問題。兩人還談到了中國宣布的有關開放市場的「行動」，美國

對此表示鼓勵和認可。美國的貿易舉措不關乎「保護主義」；美國希

望「公平互惠的貿易」。 

 

歐洲央行決策者據稱認為有餘地等到 7 月再決定結束 QE 的問題 

 

歐元區官員透露，歐洲央行決策者認為有餘地等到 7 月份的會議再宣

佈如何結束購債項目。因內部考量涉密而要求不具名的這些官員稱，

歐洲央行管理委員會成員希望有足夠的時間來判斷經濟是否正在克服

第一季度放緩。這可能意味著，有最新經濟預測可以藉鑒的 6 月會議

或許太早了。一些行長認為沒有必要同時改變歐洲央行的利率指引，

認為他們可以等等看市場對 QE 結束日期聲明的反應；但並非所有人

都同意。上述歐元區官員說，根本沒有就利率策略進行任何正式討

論。 

 

新華社：習近平稱要加速推動信息領域核心技術突破 

 

新華社報道，習近平在全國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會議上強調，沒有

網絡安全就沒有國家安全，就沒有經濟社會穩定運行。核心技術是國

之重器。要下定決心、保持恆心、找准重心，加速推動信息領域核心

技術突破；強化智慧財產權保護，反對壟斷和不正當競爭接受。維護

網絡安全，加強網信領域軍民融合，主動參與網絡空間國際治理進

程，自主創新推進網絡強國建設。推動網際網路、大數據、人工智能

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加快製造業、農業、服務業數字化、網絡化、

智能化；堅定不移支持網信企業做大做強。 

資料來源: 21/04/2018 – 23/04/2018, 彭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