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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CTT 每每週週 MMPPFF 新新聞聞 

2015 年 7 月  

2019 年 10 月 8 日 

 

 

 

 

 

 

 

 

 

 

 

 

 

 

 

主要新聞： 

 

積金扣稅自願供款暫錄 3.7 億          東方日報          9 月 28 日 

https://orientaldaily.on.cc/cnt/finance/20190928/00202_004.html?pubdate=20190928 

 
9 月康宏 MPF 指數升 1.43%                     明報          10 月 1 日 

https://www.mpfinance.com/fin/daily2.php?node=1569870611607&issue=20191001 
 
冼健岷: 精明供款退休無憂               信報          10 月 4 日 

https://www2.hkej.com/wm/article/id/2266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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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8 日 
 

 

指數 

19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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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78  -1.6  -439  13.5  

標普 500 指數 2,939  -1.3  -38  17.2  

納斯達克指數 7,956  -0.5  -43  19.9  

歐洲         

英國富時 100 7,198  -2.8  -210  7.0  

德國 DAX 指數 12,097  -2.7  -331  14.6  

巴黎 CAC 指數 5,522  -2.8  -156  16.7  

亞洲         

MSCI 亞洲除日本 613  -0.7  -4  2.8  

恒生指數 25,821  -1.0  -271  -0.1  

國企指數 10,147  -0.5  -54  0.2  

上證綜合指數 2,905  0.0  0  16.5  

滬深 300 指數 3,815  0.0  0  26.7  

日經平均指數 21,375  -1.7  -381  6.8  

首爾綜合指數 2,022  -2.0  -41  -0.9  

新加玻海峽時報 3,099  -0.7  -21  1.0  

曼谷 SET 指數 1,614  -1.4  -24  3.2  

雅加達綜合指數 6,001  -2.7  -169  -3.1  

其他新興市場         

MSCI 新興市場 994  -0.7  -7  2.9  

巴西聖保羅指數 100,573  -4.0  -4,173  14.4  

莫斯科 MICEX 1,320  -1.0  -14  23.5  

孟買 SENSEX 37,532  -2.9  -1,135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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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78  0.51  
 
紐約即月石油 52.8  -2.44  標普波幅 17.9  9.98  

英磅/美元 1.2331  0.24  
 
黃金 1,493.5  1.44  美匯指數 99.0  -0.41  

歐元/瑞郎 0.9945  -0.08  
       

美元/日元 106.89  -0.96  
 

債券殖利率 3 個月 6 個月 2 年 10 年 30 年 

澳元/美元 0.6737  -0.21  
 
美國國債 1.713  1.711  1.464  1.560  2.049  

美元/人民幣 7.1483  0.00  
 
德國國債 -0.632  -0.684  -0.782  -0.576  -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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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普表示香港若出現「惡劣」結果 將損害中美談判 

 

美國總統唐納德· 川普警告中國稱，如果該國採取任何「惡劣」措施來

平息香港的抗議活動，則與美國的貿易談判將蒙受損失。川普周一在

白宮對記者說：「他們必須以和平的方式做到這一點。」香港的示威

者周一發起新的示威活動。該市正努力從一個混亂的周末中恢復過

來，在那段期間，示威者與警察對抗，破壞商店並癱瘓了這個亞洲金 

融中心。 

 

世界銀行發出警告 稱全球增長前景黯淡 

 

世界銀行行長 David Malpass 表示，在英國脫歐充滿不確定性、貿易局

勢緊張以及歐洲經濟滑坡之際，全球經濟前景正在惡化。「全球增長

正在放緩， 」Malpass 週一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的年

度會議之前發表講話時表示。現在，世界經濟看起來甚至比世行 6 月

份時預測的 2019 年增長 2.6%還要弱，「主要受英國脫歐、歐洲經濟

衰退和貿易不確定性衝擊，」他補充道。 

 

貿易談判前景不明 中國休市一周後將追趕全球走勢 

 

中國市場休市長達一周後將追趕全球走勢。本月迄今彭博大宗商品指

數變動不大，卻掩蓋了單個原物料的一些明顯波動。在此期間，石

油、動力煤和橡膠的基準價格走低，金屬方面，鎳和鋁則價格上漲，

鋅價下跌，銅與鐵礦石價格持平。中美恢復貿易談判成為各個市場關

注的焦點，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將率團於週四在華盛頓與美方磋

商。在雙方最新較量中， 川普政府以涉嫌捲入侵犯人權問題為由將八

家中國科技公司列入黑名單。而中國方面，中國官員暗示對川普尋求

達成廣泛貿易協議的興趣越來越小，或許在川普陷入彈劾危機並面臨

經濟放緩的形勢下中國感到談判底氣更足。 

 

 

資料來源: 04/10/2019 – 08/10/2019, 彭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