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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新聞： 

 

積金局數碼平台料 2022 啟動         東方日報        12 月 3 日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81203/00176_022.html 
 

Hong Kong’s MPFA aims to introduce electronic MPF platform in 2022 
Asia Asset Management        4 Dec 
https://www.asiaasset.com/news/HK_MPFA_1203.aspx 
 

撤對沖基金池方案 變相 95%僱主補貼 5%僱主      東方日報        12 月 4 日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81204/00176_021.html?pubdate=20181204 
 

強積金年金扣稅擬調高上限 建議增至 6 萬 為配偶繳年金亦可計入       明報       12 月 7 日 

https://news.mingpao.com/pns/%e7%b6%93%e6%bf%9f/article/20181207/s00004/1544121326752
/%e5%bc%b7%e7%a9%8d%e9%87%91%e5%b9%b4%e9%87%91%e6%89%a3%e7%a8%85%e
6%93%ac%e8%aa%bf%e9%ab%98%e4%b8%8a%e9%99%90-
%e5%bb%ba%e8%ad%b0%e5%a2%9e%e8%87%b36%e8%90%ac-
%e7%82%ba%e9%85%8d%e5%81%b6%e7%b9%b3%e5%b9%b4%e9%87%91%e4%ba%a6%e5
%8f%af%e8%a8%88%e5%85%a5 
 

自願供款及延期年金 扣減上限擬增至六萬 強積金扣稅新方案 單身貴族慳萬元         大公報           12

月 7 日 

http://www.takungpao.com/news/232109/2018/1207/2165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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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CCTT 每每週週市市場場焦焦點點 

2015 年 7 月  

2018 年 12 月 10 日 
 

 

指數 

18 年 12

月 07 日

收報 

對上週

變動 

(%) 

對上週

變動 

本年

至今 

(%) 

美國         

道瓊斯指數 24,389  -4.5  -1,150  -1.3  

標普 500 指數 2,633  -4.6  -127  -1.5  

納斯達克指數 6,969  -4.9  -361  1.0  

歐洲         

英國富時 100 6,778  -2.9  -202  -11.8  

德國 DAX 指數 10,788  -4.2  -469  -16.5  

巴黎 CAC 指數 4,813  -3.8  -191  -9.4  

亞洲         

MSCI 亞洲除日本 605  -1.5  -9  -15.2  

恒生指數 26,064  -1.7  -443  -12.9  

國企指數 10,369  -2.4  -252  -11.4  

上證綜合指數 2,606  0.7  18  -21.2  

滬深 300 指數 3,182  0.3  9  -21.1  

日經平均指數 21,679  -3.0  -672  -4.8  

首爾綜合指數 2,076  -1.0  -21  -15.9  

新加玻海峽時報 3,111  -0.2  -6  -8.6  

曼谷 SET 指數 1,650  0.5  8  -5.9  

雅加達綜合指數 6,126  1.2  70  -3.6  

其他新興市場         

MSCI 新興市場 981  -1.3  -13  -15.3  

巴西聖保羅指數 88,115  -1.6  -1,389  15.3  

莫斯科 MICEX 1,158  2.8  32  0.3  

孟買 SENSEX 35,673  -1.4  -521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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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79  0.55  
 
紐約即月石油 52.6  3.30  標普波幅 23.2  28.56  

英磅/美元 1.2726  -0.18  
 
黃金 1,248.4  2.11  美匯指數 96.5  -0.78  

歐元/瑞郎 0.9920  -0.59  
       

美元/日元 112.69  -0.77  
 

債券殖利率 3 個月 6 個月 2 年 10 年 30 年 

澳元/美元 0.7208  -1.34  
 
美國國債 2.390  2.537  2.712  2.847  3.141  

美元/人民幣 6.8743  -1.24  
 
德國國債 -0.737  -0.695  -0.605  0.248  0.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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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新聞： 

 
美國 11 月份新增非農就業人數與工資漲幅雙雙弱於預期 

 

美國勞工部周五發布的報告顯示，11 月份新增非農就業 15.5 萬人；10

月份數據下修為 23.7 萬人。接受彭博調查的經濟學家預期中值為新增

19.8 萬人。平均時薪環比上漲 0.2%，而預期為 0.3%；不過同比漲幅符

合預期，連續第二個月上漲 3.1%。在商業設備訂單疲軟、消費者信心

降溫的情況下，這份報告進一步暗示經濟成長略有放緩，導致美國國

債殖利率和美元一度走低。不過，在股市和債券殖利率本周下跌之

後，雖然這份數據可能刺激對前景的更多擔心，但一些投資者可能將

聯儲會本月如期加息之後或許將放緩步伐視為一種利好，所以股指期

貨出現了上漲。 

 

外交部就孟晚舟被拘事召見美駐華大使 稱必要時將作出進一步反應 

 

因被指違反美國制裁措施，向伊朗出售技術，孟晚舟於 12 月 1 日在美

國當局的要求下於溫哥華被捕。據中國外交部網站，樂玉成表示，美

方所作所為嚴重侵犯中國公民的合法、正當權益，性質極其惡劣。中

方將視美方行動作出進一步反應。一天前，中國外交部還召見了加拿

大駐華大使。召見美加大使是中國迄今最公開的一種憤怒表示，此舉

會使此事引發的緊張局勢出現何等程度的升級，目前還不得而知。中

國召見外國外交官就某事提出抗議是一種常規做法。 

 

日本第三季度經濟萎縮 2.5% 降幅超出預期；資本支出大幅下降 

 

日本第三季度經濟萎縮幅度超出最初預期，因受一系列自然災害影

響，企業支出創九年來最大降幅。當前季度經濟增速料將回升並持續 

到明年，但貿易緊張局勢和中國經濟放緩是主要風險。日本內閣府周

一公佈，截至 9 月底的第三季度國內生產毛額折合年率萎縮 2.5%，為

四年多來最大降幅，初值為下降 1.2%，經濟學家預期中值為萎縮

2%。 

 

 

資料來源: 07/12/2018 – 10/12/2018, 彭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