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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新聞： 

 

政經動盪 強積金上月人蝕 5941 元         文滙報      9 月 14 日 

http://paper.wenweipo.com/2019/09/14/FI1909140015.htm 
 
Widening asset base for retirement funds         The Standard      16 Sep 
http://www.thestandard.com.hk/section-
news.php?id=211672&story_id=50043090&d_str=20190916&fc=1 

 
Keeping faith in equities          The Standard      16 Sep 
http://www.thestandard.com.hk/section-
news.php?id=211673&story_id=50043091&d_str=20190916&fc=1 
 
年輕開始部署退休 忌太保守         明報      9 月 16 日 

https://www.mpfinance.com/fin/daily2.php?node=1568575791191&issue=20190916 
 

近兩成受訪者對 MPF 零信心 駿隆：謹慎分布資產勿急入市         香港商報          9 月 18

日 

http://www.hkcd.com/content/2019-09/18/content_1156995.html 
 
駿隆：MPF 首 8 月人均賺 10344 元               文匯報          9 月 18 日 

http://paper.wenweipo.com/2019/09/18/FI1909180011.htm 
 

理財 Campus：積金自願供款學識賺到盡            東方日報          9 月 19 日 

https://orientaldaily.on.cc/cnt/finance/20190919/00269_001.html 
 

【MPF】唔怕市場短期波動 呢類基金隨年紀幫你降低風險             香港經濟日報          9 月 20 日 

https://wealth.hket.com/article/2455208/%E3%80%90MPF%E3%80%91%E5%94%94%E6%80%9
5%E5%B8%82%E5%A0%B4%E7%9F%AD%E6%9C%9F%E6%B3%A2%E5%8B%95%20%E5%9
1%A2%E9%A1%9E%E5%9F%BA%E9%87%91%E9%9A%A8%E5%B9%B4%E7%B4%80%E5%B
9%AB%E4%BD%A0%E9%99%8D%E4%BD%8E%E9%A2%A8%E9%9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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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CCTT 每每週週市市場場焦焦點點 

2015 年 7 月  

2019 年 9 月 23 日 
 

 

指數 

19 年 09

月 20 日

收報 

對上週

變動 

(%) 

對上週

變動 

本年

至今 

(%) 

美國         

道瓊斯指數 26,935  -1.0  -284  15.5  

標普 500 指數 2,992  -0.5  -15  19.4  

納斯達克指數 8,118  -0.7  -59  22.3  

歐洲         

英國富時 100 7,345  -0.3  -23  9.2  

德國 DAX 指數 12,468  -0.0  -1  18.1  

巴黎 CAC 指數 5,691  0.6  35  20.3  

亞洲         

MSCI 亞洲除日本 630  -0.9  -6  5.6  

恒生指數 26,436  -3.4  -917  2.3  

國企指數 10,376  -2.9  -312  2.5  

上證綜合指數 3,006  -0.8  -25  20.6  

滬深 300 指數 3,936  -0.9  -37  30.7  

日經平均指數 22,079  0.4  91  10.3  

首爾綜合指數 2,092  2.1  42  2.5  

新加玻海峽時報 3,160  -1.6  -52  3.0  

曼谷 SET 指數 1,636  -1.5  -26  4.6  

雅加達綜合指數 6,231  -1.6  -103  0.6  

其他新興市場         

MSCI 新興市場 1,021  -0.5  -5  5.7  

巴西聖保羅指數 104,817  1.3  1,316  19.3  

莫斯科 MICEX 1,377  0.6  8  28.9  

孟買 SENSEX 38,015  1.7  630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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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7  -0.51  
 
紐約即月石油 58.1  5.91  標普波幅 15.3  11.50  

英磅/美元 1.2478  -0.18  
 
黃金 1,516.9  1.90  美匯指數 98.5  0.26  

歐元/瑞郎 0.9909  0.05  
       

美元/日元 107.56  -0.49  
 

債券殖利率 3 個月 6 個月 2 年 10 年 30 年 

澳元/美元 0.6766  -1.64  
 
美國國債 1.905  1.906  1.686  1.723  2.162  

美元/人民幣 7.0909  0.17  
 
德國國債 -0.674  -0.677  -0.725  -0.523  -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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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新聞： 

 
川普不願以達成「部分協議」 來結束與中國的貿易戰 

 

中國貿易代表團取消對美國中心地帶農場的訪問計畫 ，使投資者對兩

國貿易戰前景心生悲觀，股市聞訊下跌。就在中國方面取消這段計畫

行程大約一小時前，美國總統唐納德· 川普稱，他無意只與中國達成基

於中國增加購買美國農產品的「部分協議」。美中兩國官員本週舉行

了當面磋商，併計畫 10 月 10 日左右舉行高級別會談。 

 

歐洲重申將對川普任何的汽車關稅實施報復 

 

歐盟貿易負責人重申，倘若美國總統唐納德· 川普兌現其對歐洲汽車加

徵關稅的威脅，那麼該集團將對美國實施報復性關稅。歐盟貿易專員

Cecilia Malmstrom 批評川普 5 月有關運往美國市場的歐盟汽車和汽車零

組件對美國構成安全風險的斷言。 川普政府面臨自行設定的 11 月中

旬的期限以決定是否限制此類進口。「我們堅決否認我們是安全威

脅， 」 Malmstrom 週五在布魯塞爾的一次會議上說， 「這是荒謬的。

如果加徵關稅，我們將採取對策。 」 

 

中國公佈 8 月貿易數據 肉類和能源進口料保持強勁 

 

中國 8 月份貿易數據是今日主要事件，而隨著中國試圖填補豬肉缺

口，肉類採購料保持高位。最近幾個月牛肉進口創新高，雞肉進口達

到十年來最高水平。由於國際價格下跌，能源進口預計也很強勁，

LNG 貿易商著眼於預期中冬季需求的上升，而焦煤買家尋求在進口可

能受限前採取行動。出口方面，汽油銷售可能上升而柴油下降，反映

出國內供需形勢。貿易消息方面，有報導援引中國農業農村部副部長

的消息稱，中國代表團對美國農業州訪問行程的調整與經貿磋商無

關。人民幣匯率在消息發布後走高。此次行程的取消曾引發對協議前

景的悲觀情緒。 

 

 

資料來源: 20/09/2019 – 23/09/2019, 彭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