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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CTT 每每週週 MMPPFF 新新聞聞 

2015 年 7 月  

2019 年 11 月 18 日 

 

 

 

 

 

 

 

 

 

 

 

 

 

 

 

主要新聞： 

 

梁健雄: 【策略】馳騁股場 何解失手 MPF            信報          11 月 9 日 

https://www2.hkej.com/wm/article/id/2298848 
 
駿隆：低息持續 短債基金跑贏大市                       明報          11 月 11 日 

https://www.mpfinance.com/fin/daily2.php?node=1573412928122&issue=20191111 
 
【強積金】管理 MPF 不同買股票 善用「資產配置」有利控制風險           香港 01          11 月 12 日 

https://www.hk01.com/%E8%81%B7%E5%A0%B4/397068/%E5%BC%B7%E7%A9%8D%E9%87
%91-
%E7%AE%A1%E7%90%86mpf%E4%B8%8D%E5%90%8C%E8%B2%B7%E8%82%A1%E7%A5
%A8-%E5%96%84%E7%94%A8-%E8%B3%87%E7%94%A2%E9%85%8D%E7%BD%AE-
%E6%9C%89%E5%88%A9%E6%8E%A7%E5%88%B6%E9%A2%A8%E9%9A%AA 
 
陸劍平: 【策略】活在當下不忘退休儲蓄              信報          11 月 13 日 

https://www2.hkej.com/wm/article/id/2301629 
 

笑容由家開始——退休預算三寶             頭條日報          11 月 14 日 

http://hd.stheadline.com/news/columns/59/20191114/811893/%E5%B0%88%E6%AC%
84-%E7%A4%BE%E8%AB%96-
%E5%B8%82%E6%B0%91%E6%B8%85%E8%B7%AF%E9%9A%9C%E6%8C%AF%
E5%A5%AE%E4%BA%BA%E5%BF%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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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8 日 
 

 

指數 

19 年 11

月 15 日

收報 

對上週

變動 

(%) 

對上週

變動 

本年

至今 

(%) 

美國         

道瓊斯指數 28,005  1.2  324  20.1  

標普 500 指數 3,120  0.9  27  24.5  

納斯達克指數 8,541  0.8  66  28.7  

歐洲         

英國富時 100 7,303  -0.8  -56  8.5  

德國 DAX 指數 13,242  0.1  13  25.4  

巴黎 CAC 指數 5,939  0.8  50  25.5  

亞洲         

MSCI 亞洲除日本 649  -2.1  -14  8.8  

恒生指數 26,327  -4.8  -1,324  1.9  

國企指數 10,425  -4.2  -458  3.0  

上證綜合指數 2,891  -2.5  -73  15.9  

滬深 300 指數 3,877  -2.4  -96  28.8  

日經平均指數 23,303  -0.4  -89  16.4  

首爾綜合指數 2,162  1.2  25  5.9  

新加玻海峽時報 3,239  -0.8  -25  5.5  

曼谷 SET 指數 1,602  -2.2  -36  2.5  

雅加達綜合指數 6,128  -0.8  -50  -1.1  

其他新興市場         

MSCI 新興市場 1,049  -1.5  -16  8.6  

巴西聖保羅指數 106,557  -1.0  -1,072  21.2  

莫斯科 MICEX 1,449  -1.3  -19  35.6  

孟買 SENSEX 40,357  0.1  33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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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51  0.30  
 
紐約即月石油 57.7  0.84  標普波幅 12.1  -0.17  

英磅/美元 1.2897  0.96  
 
黃金 1,468.3  0.64  美匯指數 98.0  -0.36  

歐元/瑞郎 0.9900  -0.74  
       

美元/日元 108.80  -0.42  
 

債券殖利率 3 個月 6 個月 2 年 10 年 30 年 

澳元/美元 0.6817  -0.67  
 
美國國債 1.564  1.578  1.611  1.832  2.305  

美元/人民幣 7.0094  0.24  
 
德國國債 -0.632  -0.604  -0.641  -0.336  0.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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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中兩國貿易談判代表商討第一階段協議的各自核心關切 

 

據中國官媒新華社報導，中美兩國貿易談判代表周六通了電話，圍繞

第一階段協議的各自核心關切進行了「建設性」的討論。報導稱，中

美全面經濟對話中方牽頭人、國務院副總理劉鶴應約與美國貿易代表

萊特希澤、財政部長姆努欽通了話，並將繼續保持密切交流。繼一位

美國官員暗示美中雙方已接近敲定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後，美國股市周

五創出歷史新高，美國國債小幅走低。標普 500 指數實現六連漲並再

創新的歷史紀錄。之前白宮經濟顧問庫德洛於周四表示，美中兩國談

判代表的磋商已經接近最後階段。道瓊指數和那斯達克指數也都創出

有史以來最高水平，其中道指還首次突破了 28,000 點大關。 

 

德國總理梅克爾的黨內成員呼籲徹底禁止華為進入該國 5G 網絡 

 

德國總理安吉拉·梅克爾面臨黨內要求她徹底禁止華為參與該國 5G 網

絡的壓力。根據彭博新聞社獲得的副本，500 名基督教民主黨成員簽

署了一項擬提交下周黨內會議的動議，要求徹底禁止華為而改用歐洲

供應商正是其中部分內容。在德國情報部門鷹派人士和美國政府敦促

下，德國政府最近同意加大對華為限制，禁止核心網絡采用該公司組

件，但允許用在不太敏感的部分。華府與柏林方面擔心華為與中國政

府關係及 5G 網絡易受攻擊或被間諜活動利用的風險。 

 

大宗商品綜述：中美貿易談判有進展跡象 油價漲、金價跌 

油價升至近兩個月高點，市場樂觀預計中美兩國接近達成部分貿易協

議。由於中美貿易談判取得進展的跡象抑制了對避險資產的需求，黃

金 ETF 投資者正以近三年來最快的速度進行拋售。全球經濟不景氣和

汽車銷售不振的後果之一是，世界不需要那麼多的鋁。紐約商業交易

所 12 月 WTI 周五上漲 95 美分，結算價每桶 57.72 美元。 

 

 

資料來源: 15/11/2019 – 18/11/2019, 彭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