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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CTT 每每週週 MMPPFF 新新聞聞 

2015 年 7 月  

2018 年 06 月 19 日 

 

 

 

 

 

 

 

 

 

 

 

 

 

 

 

主要新聞： 

 

強積金受託人承諾以成員利益為先         文匯報        6 月 11 日 

http://paper.wenweipo.com/2018/06/11/TZ1806110002.htm 
 

延期年金可扣稅 吸年輕打工仔        明報        6 月 11 日 

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80611/s00004/1528654230540 
 

積金局：「神器」有助管理強積金        Money 18         6 月 14 日 

http://money18.on.cc/finnews/news_breaking_content.html?section=exp&article_id=bkn-
20180614002309074-0614_00842_001  
 

開拓網上平台 輕鬆管理 MPF   BCT 銀聯劉嘉時助創好錢程           晴報        6 月 15 日 

https://skypost.ulifestyle.com.hk/article/2095293/%E9%96%8B%E6%8B%93%E7%B6%B2%E4%B
8%8A%E5%B9%B3%E5%8F%B0%20%E8%BC%95%E9%AC%86%E7%AE%A1%E7%90%86M
PF%20BCT%E9%8A%80%E8%81%AF%E5%8A%89%E5%98%89%E6%99%82%E5%8A%A9%
E5%89%B5%E5%A5%BD%E9%8C%A2%E7%A8%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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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06 月 19 日 
 

 

指數 

18 年 06

月 18 日

收報 

對上週

變動 

(%) 

對上週

變動 

本年

至今 

(%) 

美國         

道瓊斯指數 24,987  -1.3  -335  1.1  

標普 500 指數 2,774  -0.3  -8  3.7  

納斯達克指數 7,747  1.1  87  12.2  

歐洲         

英國富時 100 7,631  -1.4  -106  -0.7  

德國 DAX 指數 12,834  -0.1  -9  -0.6  

巴黎 CAC 指數 5,450  -0.4  -23  2.6  

亞洲         

MSCI 亞洲除日本 706  -2.5  -18  -1.1  

恒生指數 30,309  -2.4  -754  1.3  

國企指數 11,870  -2.5  -302  1.4  

上證綜合指數 3,022  -1.0  -31  -8.6  

滬深 300 指數 3,753  -0.7  -27  -6.9  

日經平均指數 22,680  -0.5  -124  -0.4  

首爾綜合指數 2,376  -3.8  -94  -3.7  

新加玻海峽時報 3,324  -3.4  -118  -2.3  

曼谷 SET 指數 1,680  -2.5  -43  -4.2  

雅加達綜合指數 5,994  0.0  0  -5.7  

其他新興市場         

MSCI 新興市場 1,106  -2.9  -33  -4.5  

巴西聖保羅指數 69,815  -3.4  -2,493  -8.6  

莫斯科 MICEX 1,101  -3.6  -41  -4.7  

孟買 SENSEX 35,548  0.2  65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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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19  -1.39  
 
紐約即月石油 65.9  -0.38  標普波幅 12.3  -0.32  

英磅/美元 1.3258  -0.73  
 
黃金 1,278.3  -1.71  美匯指數 94.8  1.23  

歐元/瑞郎 0.9949  0.80  
       

美元/日元 110.48  0.43  
 

債券殖利率 3 個月 6 個月 2 年 10 年 30 年 

澳元/美元 0.7448  -2.04  
 
美國國債 1.924  2.091  2.551  2.918  3.049  

美元/人民幣 6.4387  0.58  
 
德國國債 -0.638  -0.623  -0.627  0.396  1.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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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宣布對中國商品加徵關稅 中國誓言立即進行報復 

 

特朗普政府週五將美國推到與中國進行貿易戰的邊緣，美方宣布三週

後開始對 500 億美元的進口中國產品加徵關稅，並承諾將對投資活動

實施更多限制。中國做出了對等回應。中國將立即出台“同等規模、

同等力度”的徵稅措施，雙方此前磋商達成的所有經貿成果將同時失

效。美國農產品被中國列入加徵關稅的商品清單，其中包括大豆。特

朗普週五通過電子郵件發布聲明稱，如果中國進行報復，他將對中國

商品追加更多關稅，其沒有提到具體金額。與此同時，美國貿易代表

Robert Lighthizer 發布聲明稱，未來兩周公布有關限制中國企業在美投

資的措施。今年 4 月份，特朗普曾要求美國官員考慮對 1000 億美元中

國進口商品加徵關稅。 

 

梅克爾接受盟黨的最後通牒 力爭 6 月底之前敲定歐盟移民協議 

 

德國總理梅克爾向巴伐利亞的盟友作出讓步，同意接受兩週的最後期

限，爭取就更嚴格的移民政策達成協議。梅克爾週一在柏林跟基民盟

官員們開會之後對記者們表示：「了解歐洲的人都知道這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 」德國執政聯盟三黨領導人之一的 Seehofer 跟梅克爾意見有

分歧，他希望最早在周一即下令移民離開德國。在接受妥協的時候，

梅克爾看起來像是在進行最後一搏，避免德國採取單邊行動，她認為

這將會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破壞整個歐盟的庇護程序，破壞歐

盟已經有裂紋的團結。 

 

原油：油價走高 據稱 OPEC 產油國在考慮幅度較低的增產方案 

 

原油價格週一走高，西德克薩斯中質油期貨上漲 1.2%，交易員們在評

估 OPEC 產油國發出的潛在增產幅度發出的信號。OPEC 成員國正在

考慮一種折中方案，未來幾個月的增產幅度在每天 30 萬桶至 60 萬桶

之間，如果數字更接近 30 萬，而不是 150 萬，那麼這將是一個有利於

油價的進展。紐約商業交易所 7 月交割的 WTI 原油上漲 79 美分，收

於每桶 65.85 美元。 

資料來源: 15/06/2018 – 19/06/2018, 彭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