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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CTT 每每週週 MMPPFF 新新聞聞 

2015 年 7 月  

2019 年 5 月 20 日 

 

 

 

 

 

 

 

 

 

 

 

 

 

 

 

主要新聞： 

 

悠閒理財 \「長糧」計劃繁多 專家教路點揀        大公報          5 月 12 日 

http://www.takungpao.com.hk/231106/2019/0512/286858.html 
 

自己 MPF 自己揀 3 指標評估風險          明報          5 月 14 日 

https://www.mpfinance.com/fin/daily2.php?node=1557774496176&issue=20190514 
 

恒指公司推兩項 ESG 指數               明報        5 月 15 日 

https://www.mpfinance.com/fin/daily2.php?node=1557859657292&issue=20190515 

 

冼健岷: 【扣稅】強積金 TVC 打工仔佳音             信報          5 月 17 日 

https://www2.hkej.com/wm/article/id/2138879 
 

7 個報稅時可能遺漏旳扣稅項目        Like Magazine          5 月 17 日 

https://www.likemagazine.com.hk/Resources/ArticleDetail.aspx?articleId=38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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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5 月 20 日 
 

 

指數 

19 年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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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64  -0.7  -178  10.4  

標普 500 指數 2,860  -0.8  -22  14.1  

納斯達克指數 7,816  -1.3  -101  17.8  

歐洲         

英國富時 100 7,349  2.0  145  9.2  

德國 DAX 指數 12,239  1.5  179  15.9  

巴黎 CAC 指數 5,438  2.1  111  15.0  

亞洲         

MSCI 亞洲除日本 624  -3.5  -22  4.6  

恒生指數 27,946  -2.1  -604  8.1  

國企指數 10,689  -2.2  -242  5.6  

上證綜合指數 2,882  -1.9  -57  15.6  

滬深 300 指數 3,649  -2.2  -82  21.2  

日經平均指數 21,250  -0.4  -95  6.2  

首爾綜合指數 2,056  -2.5  -52  0.7  

新加玻海峽時報 3,205  -2.1  -68  4.5  

曼谷 SET 指數 1,608  -2.5  -41  2.8  

雅加達綜合指數 5,827  -6.2  -382  -5.9  

其他新興市場         

MSCI 新興市場 996  -3.6  -37  3.2  

巴西聖保羅指數 89,993  -4.5  -4,265  2.4  

莫斯科 MICEX 1,255  3.4  41  17.4  

孟買 SENSEX 37,931  1.2  468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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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58  -0.67  
 
紐約即月石油 62.8  1.78  標普波幅 16.0  -0.50  

英磅/美元 1.2724  -2.11  
 
黃金 1,277.6  -0.66  美匯指數 98.0  0.68  

歐元/瑞郎 1.0110  -0.08  
       

美元/日元 110.08  0.12  
 

債券殖利率 3 個月 6 個月 2 年 10 年 30 年 

澳元/美元 0.6868  -1.91  
 
美國國債 2.378  2.415  2.200  2.392  2.826  

美元/人民幣 6.9179  1.34  
 
德國國債 -0.578  -0.572  -0.653  -0.105  0.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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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普同意取消對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鋼鋁關稅 

 

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表示，美國將取消對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征的鋼鋁

關稅，以鼓勵國會議員批准美墨加貿易協定。「我很高興地宣布，我

們剛剛與加拿大和墨西哥達成協議，美國將在沒有關稅或沒有大額關

稅的情況下向這兩個國家出口商品，」川普周五在一次活動中表示。 

「希望國會能夠迅速批准美墨加協議。」在周五的聯合聲明中，加拿

大表示，作為協議的一部分，該國將取消對美國商品的報復性關稅，

兩天內生效。墨西哥外交部副部長 Jesus Seade 在推特中對川普取消關

稅的決定表示歡迎，並稱這將為墨西哥國會議員批准美墨加貿易協定

掃清障礙。 

 

特里莎·梅：正在考慮是否就脫歐選項進行意向性投票 

 

英國首相特里莎·梅表示，政府正考慮是否在議會就不同的脫歐選項進

行意向性投票；先前與工黨之間旨在尋找脫歐妥協方案的談判破裂。

特里莎·梅在電視講話中說，與工黨的談判是「有建設性的，我們已經

取得了進展」政府下月提出立法，以落實脫歐協議時，將考慮與工黨

談判的結果。「議員對法案進行投票時，將面臨一個嚴峻的抉擇：投

票落實公投結果--落實脫歐，還是再一次回避脫歐，讓與之相伴的一

切不確定性繼續存在下去」。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告訴美國的蓬佩奧 談判必須在平等的基礎上進行 

 

中國外交部公告，該國外交部長王毅周六在電話中向美國國務卿蓬佩

奧表示，平等基礎上的談判是解決貿易問題的唯一途徑。根據中國外

交部網站發布的新聞稿，王毅稱，美國近來在多個方面採取損害中方

利益的言行，包括他所說的通過政治手段打壓中國企業的正常經營。

美國國務院在一份一句話的公告中承認了上述通話。發言人摩根·奧塔

古斯稱，「他們討論了雙邊關係的內容，包括美國對伊朗的擔憂」。

根據中國新聞稿，在伊朗問題上，王毅敦促「各方保持克制，謹慎行 

事」，並表示反對美國「長臂管轄」的原則立場。 

資料來源: 19/05/2019 – 20/05/2019, 彭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