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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CTT 每每週週 MMPPFF 新新聞聞 

2015 年 7 月  

2019 年 8 月 19 日 

 

 

 

 

 

 

 

 

 

 

 

 

 

 

 

主要新聞： 

 

強積金 7 月人均蝕 788 元 港股基金估值吸引          香港商報      8 月 13 日 

http://www.hkcd.com/content/2019-08/13/content_11518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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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9 日 
 

 

指數 

19 年 08

月 16 日

收報 

對上週

變動 

(%) 

對上週

變動 

本年

至今 

(%) 

美國         

道瓊斯指數 25,886  -1.5  -401  11.0  

標普 500 指數 2,889  -1.0  -30  15.2  

納斯達克指數 7,896  -0.8  -63  19.0  

歐洲         

英國富時 100 7,117  -1.9  -137  5.8  

德國 DAX 指數 11,563  -1.1  -131  9.5  

巴黎 CAC 指數 5,301  -0.5  -27  12.1  

亞洲         

MSCI 亞洲除日本 602  -0.0  -0  0.9  

恒生指數 25,734  -0.8  -205  -0.4  

國企指數 9,964  -0.3  -30  -1.6  

上證綜合指數 2,824  1.8  49  13.2  

滬深 300 指數 3,711  2.1  77  23.2  

日經平均指數 20,419  -1.3  -266  2.0  

首爾綜合指數 1,927  -0.5  -11  -5.6  

新加玻海峽時報 3,115  -1.7  -54  1.5  

曼谷 SET 指數 1,631  -1.2  -19  4.3  

雅加達綜合指數 6,287  0.1  5  1.5  

其他新興市場         

MSCI 新興市場 970  -1.1  -11  0.5  

巴西聖保羅指數 99,806  -4.0  -4,190  13.6  

莫斯科 MICEX 1,240  -3.9  -50  16.0  

孟買 SENSEX 37,350  -0.6  -232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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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90  -0.98  
 
紐約即月石油 54.9  0.68  標普波幅 18.5  2.78  

英磅/美元 1.2149  0.96  
 
黃金 1,513.4  1.41  美匯指數 98.1  0.67  

歐元/瑞郎 0.9783  0.58  
       

美元/日元 106.38  0.65  
 

債券殖利率 3 個月 6 個月 2 年 10 年 30 年 

澳元/美元 0.6779  -0.10  
 
美國國債 1.865  1.850  1.478  1.555  2.036  

美元/人民幣 7.0428  -0.28  
 
德國國債 -0.719  -0.769  -0.919  -0.687  -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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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在與中國商談 但未準備好簽署協議 
 

美國總統唐納德· 川普表示，美國「與中國進展非常好，在商談！ 」

但在其最高經濟顧問提出與北京恢復實質性討論的潛在時間表幾小時

後，他暗示自己還沒有準備好簽署貿易協議。川普堅定地表示，在達

成各種貿易協議後，美國「勢將大幅增長」 。但他在周日離開新澤西

前往華盛頓時對記者表示，鑑於中國經濟形勢較為疲弱，中國比美國

更需要貿易協議。 

 

德國財長：經濟危機情況下德國可以增加 550 億美元支出 
 

德國財政部長 Olaf Scholz 暗示，德國在經濟危機中可能拿出 500 億歐

元（550 億美元）的額外支出。這是德國官方首次披露可能實施的財

政刺激的具體數字。雖然 Scholz 表示德國的行動並非迫在眉睫，但國

內和全球的警告跡象正在增加對梅克爾政府的壓力，要求其考慮暫停

平衡預算政策。這些警告信號包括德國經濟第二季度萎縮以及與美國

的貿易沖突擴大的風險。Scholz 是在談論十多年前金融危機期間額外

舉債的時候提到這個數字的，稱「根據我的估計，上一次危機花了我

們 500 億歐元。」 

 

香港抗議者冒雨上街表達民主訴求 遊行抗議重回和平示威初衷 

 

香港抗議者冒雨集會，連續第 11 個周末舉行遊行示威。在香港機場上

周發生的暴力行為可能削弱民眾對抗議運動支持的情況下，更溫和的

抗議領導人試圖重啟這場民主運動。抗議者基本上保持和平，與過去

幾個周末的暴力表現形成鮮明對比。周日晚間，政府稱抗議者用彈弓

向中央政府總部大樓彈射硬物，並用激光照射警員。周日許多抗議者

既表達了決心，但又流露出無助。他們認為這是香港爭取普選和保護

其他民主價值觀的最後機會。 

 

 

 

資料來源: 18/08/2019 – 19/08/2019, 彭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