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供內部參閱，非作對外發佈)                                                                                                                                                 Page 1 

BBCCTT 每每週週 MMPPFF 新新聞聞 

2015 年 7 月  

2019 年 7 月 15 日 

 

 

 

 

 

 

 

 

 

 

 

 

 

 

 

主要新聞： 

 

黃友嘉：港人強積金戶口平均資產近 19 萬          明報      7 月 8 日 

https://www.mpfinance.com/fin/daily2.php?node=1562527384537&issue=20190708 
 
Why Hong Kong’s mandatory pension scheme is failing to provide citizens with proper 
retirement protection         SCMP      10 Jul 
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society/article/3017898/why-workers-cant-rely-hong-kongs-mandatory-pension-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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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CCTT 每每週週市市場場焦焦點點 

2015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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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 

19 年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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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32  1.5  410  17.2  

標普 500 指數 3,014  0.8  23  20.2  

納斯達克指數 8,244  1.0  82  24.2  

歐洲         

英國富時 100 7,506  -0.6  -47  11.6  

德國 DAX 指數 12,323  -2.0  -245  16.7  

巴黎 CAC 指數 5,573  -0.4  -21  17.8  

亞洲         

MSCI 亞洲除日本 648  -1.2  -8  8.6  

恒生指數 28,472  -1.1  -303  10.2  

國企指數 10,788  -1.0  -107  6.6  

上證綜合指數 2,931  -2.7  -81  17.5  

滬深 300 指數 3,809  -2.2  -84  26.5  

日經平均指數 21,686  -0.3  -60  8.3  

首爾綜合指數 2,087  -1.1  -24  2.2  

新加玻海峽時報 3,357  -0.3  -9  9.4  

曼谷 SET 指數 1,732  0.0  0  10.7  

雅加達綜合指數 6,373  -0.0  -0  2.9  

其他新興市場         

MSCI 新興市場 1,051  -0.9  -9  8.8  

巴西聖保羅指數 103,906  -0.2  -184  18.2  

莫斯科 MICEX 1,388  -0.8  -11  29.9  

孟買 SENSEX 38,736  -2.0  -777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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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70  0.40  
 
紐約即月石油 60.2  4.69  標普波幅 12.4  -6.70  

英磅/美元 1.2572  0.41  
 
黃金 1,415.8  1.18  美匯指數 96.8  -0.49  

歐元/瑞郎 0.9842  -0.75  
       

美元/日元 107.91  -0.52  
 

債券殖利率 3 個月 6 個月 2 年 10 年 30 年 

澳元/美元 0.7020  0.57  
 
美國國債 2.134  2.072  1.848  2.123  2.647  

美元/人民幣 6.8808  -0.19  
 
德國國債 -0.615  -0.617  -0.734  -0.212  0.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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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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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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加哥聯儲行長：兩次降息或有助實現通膨目標 

 

芝加哥聯儲行長 Charles Evans 說，聯儲會應該考慮進行兩次降息，將

通膨率推高至央行 2%的目標上方 。「通貨膨脹可能需要多一點的貨

幣寬鬆才能達到乃至超過 2%，」 Evans 周五在芝加哥舉行的一次談話

中表示， 「我真的認為，在我們的政策中應該包括，讓通膨率略高於

2%，因為我們已經低於這個目標太長時間了。」投資者押注聯儲會官

員在 7 月 30 日到 7 月 31 日在華盛頓召開下一次會議時將基準隔夜利

率下調。聯儲會主席傑羅姆·鮑威爾 本周在國會作證時說，儘管失業率

較低，央行仍有放鬆政策的空間，因通膨壓力依然低迷。 

 

中國據稱在中美貿易談判取得具體進展之前不會大量採購美國農產品 

 
當談到中國購買美國農產品時，有跡象日益表明美國總統川普不會很

快達成其所願。川普周四抱怨稱中國沒有增加對美國農產品的購買，

而據他說，這是他 6 月份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晤時獲得的承諾。

但據知悉會談的北京方面的官員稱，沒有達成這樣的協議。中國商務

部周四也暗示，在他們看來，儘管雙方通電話交流，但實質性談判尚

未重啟。 

 

IEA：儘管 OPEC 減產 但原油仍意外重返供過於求局面 

 

國際能源署(IEA)表示，由於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及其合作伙伴的減

產未能阻止供應過剩的回歸，全球原油庫存在今年上半年出人意料地

大幅增加。IEA 表示，由於經濟停滯不前，消費量遠低於預期，全球

供應量在 2019 年前六個月以每天 90 萬桶的速度超出需求量。該機構

預測，隨著 2020 年的前景也在惡化，石油輸出國組織可能需要將產量

降至 17 年來的最低水平，以保持市場平衡。「這種過剩加重了 2018

年下半年的大量庫存堆積，」總部位於巴黎的 IEA 在月度報告中表

示。「顯然，市場緊張暫時不是問題，再平衡似乎已經進一步向未來

邁進。」 

資料來源: 14/07/2019 – 15//07/2019, 彭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