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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CTT 每每週週 MMPPFF 新新聞聞 

2015 年 7 月  

2018 年 8 月 20 日 

 

 

 

 

 

 

 

 

 

 

 

 

 

 

 

主要新聞： 

 

貿易戰下無樂土          信報         8 月 11 日 

http://www2.hkej.com/wm/article/id/1912185 

 

專家視野：職場必備 新鮮人揀積金須知       東方日報         8 月 12 日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finance/20180812/00251_001.html 
 

《強積金》美世強積金滿意指數 7 月回升至 52.6          ETNet            8 月 14 日 

http://www.etnet.com.hk/www/tc/mpf/news_detail.php?newsid=ETN280813621&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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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2.hkej.com/wm/article/id/1912185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finance/20180812/00251_001.html
http://www.etnet.com.hk/www/tc/mpf/news_detail.php?newsid=ETN280813621&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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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CCTT 每每週週市市場場焦焦點點 

2015 年 7 月  

2018 年 8 月 20 日 
 

 

指數 

18 年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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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69  1.4  356  3.8  

標普 500 指數 2,850  0.6  17  6.6  

納斯達克指數 7,816  -0.3  -23  13.2  

歐洲         

英國富時 100 7,559  -1.4  -108  -1.7  

德國 DAX 指數 12,211  -1.7  -214  -5.5  

巴黎 CAC 指數 5,345  -1.3  -70  0.6  

亞洲         

MSCI 亞洲除日本 645  -3.5  -24  -9.7  

恒生指數 27,213  -4.1  -1,153  -9.0  

國企指數 10,514  -3.9  -429  -10.2  

上證綜合指數 2,669  -4.5  -126  -19.3  

滬深 300 指數 3,230  -5.2  -175  -19.9  

日經平均指數 22,270  -0.1  -28  -2.2  

首爾綜合指數 2,247  -1.6  -36  -8.9  

新加玻海峽時報 3,209  -2.3  -75  -5.7  

曼谷 SET 指數 1,690  -0.9  -16  -3.6  

雅加達綜合指數 5,784  -4.8  -293  -9.0  

其他新興市場         

MSCI 新興市場 1,023  -3.7  -39  -11.7  

巴西聖保羅指數 76,029  -0.6  -486  -0.5  

莫斯科 MICEX 1,053  -0.4  -4  -8.8  

孟買 SENSEX 37,948  0.2  79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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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38  0.22  
 
紐約即月石油 65.9  -2.54  標普波幅 12.6  -3.95  

英磅/美元 1.2749  -0.07  
 
黃金 1,185.1  -2.20  美匯指數 96.1  -0.27  

歐元/瑞郎 0.9958  0.06  
       

美元/日元 110.50  -0.30  
 

債券殖利率 3 個月 6 個月 2 年 10 年 30 年 

澳元/美元 0.7313  0.15  
 
美國國債 2.035  2.223  2.607  2.861  3.020  

美元/人民幣 6.8775  0.45  
 
德國國債 -0.644  -0.650  -0.658  0.304  0.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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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股全線上漲 

 

美國股市周五交投清淡，硬體股走強，市場對美國與中國就貿易爭端

達成和解持樂觀態度，有報道稱川普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於 11 月

舉行會晤以結束貿易僵局。受有關中美領導人將會晤的消息推動，美

國市場主要股指均上漲，標普 500 指數收復部分失地，過去七周內有

六周上漲。百貨連鎖店 Nordstrom Inc.是表現最佳的標普 500 指數成份

股。其強勁的第二季度業績以及樂觀的年度利潤預期提振了股價表

現。那斯達克 100 指數反彈，擺脫了半導體股下跌的影響。英偉達

(NvidiaCorp.)和應用材料公司周四盤後警告稱收入低於分析師預期。費

城證券交易所半導體指數周五下跌 0.7% ，連續第四個月走低 。 

 

中國要求金融公司增加對基礎設施發展的支持 

 

隨著經濟增長放緩以及與美國貿易僵局的擔憂加劇，中國的金融監管

機構下令要求銀行和保險公司增加對基礎設施發展的支持。中國銀保

監會周六晚上在網站上發布公告稱，在不增加地方政府隱性債務的前

提下，加大對資本金到位、運作規範的基礎設施補短板項目的信貸投 

放。中國今年 1-7 月份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至少為 20 年來最低，而基

礎設施的支出增長放緩至去年同期的四分之一。公告稱，銀保監會通

知銀行和保險公司，進一步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強化小微企業、

農業、以出口為導向企業的資金支持。 

 

油價在經濟憂慮之下創 2015 年以來最長連跌 

 

WTI 全周下跌 2.5%，是 7 月 13 日以來最大周跌幅，因土耳其動盪和

中美貿易爭端持續，激起了投資者對需求的擔憂。在 OPEC 及其盟友

增產之際，投資者對全球經濟的擔憂增加，油價已從 6 月觸及的三年

高點回落超過 11%。與此同時，市場供應似乎更加充裕，不僅美國原

油庫存創 2017 年以來最大增幅，OPEC 7 月產量增加，利比亞也恢復

了一些生產。 

 

資料來源: 17/08/2018 – 20/08/2018, 彭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