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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新聞： 

 

【施政報告】僱主倡設資金池賠最多兩萬封頂政府包底 勞方轟貪心    蘋果日報       10 月 6 日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realtime/article/20181006/58762618 
 

積金局替僱員追回逾 20 億       成報        10 月 8 日 

http://www.singpao.com.hk/index.php?fi=news3&id=84401 
 

積金局成立 20 年 冀推數碼化          東方日報       10 月 8 日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81008/00176_043.html 
 

強積金資產 8600 億 20 年激增 54 倍     經濟日報        10 月 8 日 

https://invest.hket.com/article/2177413/%E5%BC%B7%E7%A9%8D%E9%87%91%E8%B3%87%
E7%94%A28600%E5%84%84%2020%E5%B9%B4%E6%BF%80%E5%A2%9E54%E5%80%8D? 
 

資助僱主增至 293 億 撤 MPF 對沖再推遲          蘋果日報       10 月 11 日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daily/article/20181011/20519706  
 

騰訊暴瀉 MPF 陪葬 專家促快退休者轉倉降風險        蘋果日報       10 月 12 日 

https://hk.finance.appledaily.com/finance/daily/article/20181012/20520606 
 

積金宜減股債比 吼防守基金抗跌市            星島日報       10 月 12 日 

http://std.stheadline.com/daily/article/detail/1890658-%E8%B2%A1%E7%B6%93-
%E7%A9%8D%E9%87%91%E5%AE%9C%E6%B8%9B%E8%82%A1%E5%82%B5%E6%AF%94
+%E5%90%BC%E9%98%B2%E5%AE%88%E5%9F%BA%E9%87%91%E6%8A%97%E8%B7%8
C%E5%B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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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CCTT 每每週週市市場場焦焦點點 

2015 年 7 月  

2018 年 10 月 15 日 
 

 

指數 

18 年 10

月 12 日

收報 

對上週

變動 

(%) 

對上週

變動 

本年

至今 

(%) 

美國         

道瓊斯指數 25,340  -4.2  -1,107  2.5  

標普 500 指數 2,767  -4.1  -118  3.5  

納斯達克指數 7,497  -3.7  -292  8.6  

歐洲         

英國富時 100 6,996  -4.4  -323  -9.0  

德國 DAX 指數 11,524  -4.9  -588  -10.8  

巴黎 CAC 指數 5,096  -4.9  -263  -4.1  

亞洲         

MSCI 亞洲除日本 602  -3.0  -19  -15.6  

恒生指數 25,801  -2.9  -771  -13.8  

國企指數 10,299  -2.2  -231  -12.0  

上證綜合指數 2,607  -7.6  -214  -21.2  

滬深 300 指數 3,171  -7.8  -268  -21.3  

日經平均指數 22,695  -4.6  -1,089  -0.3  

首爾綜合指數 2,162  -4.7  -106  -12.4  

新加玻海峽時報 3,069  -4.4  -141  -9.8  

曼谷 SET 指數 1,696  -1.4  -24  -3.3  

雅加達綜合指數 5,756  0.4  25  -9.4  

其他新興市場         

MSCI 新興市場 980  -2.1  -21  -15.4  

巴西聖保羅指數 82,921  0.7  600  8.5  

莫斯科 MICEX 1,141  -1.6  -18  -1.1  

孟買 SENSEX 34,734  1.0  357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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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60  0.31  
 
紐約即月石油 71.3  -4.04  標普波幅 21.3  43.79  

英磅/美元 1.3153  0.25  
 
黃金 1,218.0  1.25  美匯指數 95.2  -0.42  

歐元/瑞郎 0.9929  0.09  
       

美元/日元 112.21  -1.33  
 

債券殖利率 3 個月 6 個月 2 年 10 年 30 年 

澳元/美元 0.7114  0.88  
 
美國國債 2.266  2.438  2.855  3.162  3.335  

美元/人民幣 6.9220  0.77  
 
德國國債 -0.708  -0.678  -0.565  0.497  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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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新聞： 

 
特朗普表示“可能”會對中國加徵第三輪關稅 

 

根據 CBS News 的“60 分鐘”採訪實錄，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回答他是

否會對中國加徵第三輪關稅的問題時說道：“可能”。特朗普說，他

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有很棒的化學效應”，但“不知道那是否一

定會繼續下去” 。他說，美國產品會因為對中國加徵關稅而變得更貴

的情形“到目前為止並沒有出現” 特朗普說。 “我們與他們的貿易規

模為 1,000 億美元。他們與我們的是 5,310 億美元” 。 

 

德拉吉稱當前全球主要風險是利率突然跳升 

 

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稱，全球經濟面臨的主要威脅是因金融不穩定、

通膨出乎意外或地緣政治所引發的利率跳升。「很明顯，我們應該關

注的主要風險是資產出現劇烈的重新定價，或利率大幅、突然地上

升，」他在印尼巴釐島告訴記者。各國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參加了國

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年會。兩年多以來，IMF 首次下調了對全

球經濟成長的預估。這主要是由於貿易戰威脅帶來的影響正在蔓延，

各國央行又正從金融危機後的寬鬆政策中逐步退出，市場對於全球應

對這些挑戰的能力感到擔憂。 

 

人行行長專訪:和努欽談得很好 匯率底線思維是各種風險因素想透徹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週日在 IMF 年會期間接受彭博專訪時表示，在

與美國財長努欽、聯儲會主席鮑威爾的會見中「談得很好」。IMF 本

週在印尼巴釐島舉行年會，易綱在專訪時指出，中國的貨幣政策仍是

穩健中性，從 M2 和社會融資規模看，都不能說是放鬆，所以不能說

貨幣政策是寬鬆的；並稱人民幣匯率現在合理均衡，比較穩定，在已

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看，人民幣匯率總體來看還是比較強的。「在

金磚五國裡面，人民幣匯率是最強的。」易綱稱，他並指出，人民幣

匯率要有底線思維是指要把各種風險因素都想透徹，這樣就可以未雨

綢繆，底線思維有一點是指要做好最壞的打算。 

 

資料來源: 14/10/2018 – 15//10/2018, 彭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