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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CTT 每每週週 MMPPFF 新新聞聞 

2015 年 7 月  

2019 年 12 月 2 日 

 

 

 

 

 

 

 

 

 

 

 

 

 

 

 

主要新聞： 

 

【強積金】周年報表、計劃說明書勿棄掉 留意「平均成本法」漏洞         HK01          11 月 26 日 

https://www.hk01.com/%E8%81%B7%E5%A0%B4/401256/%E5%BC%B7%E7%A9%8
D%E9%87%91-%E5%91%A8%E5%B9%B4%E5%A0%B1%E8%A1%A8-
%E8%A8%88%E5%8A%83%E8%AA%AA%E6%98%8E%E6%9B%B8%E5%8B%BF%
E6%A3%84%E6%8E%89-%E7%95%99%E6%84%8F-
%E5%B9%B3%E5%9D%87%E6%88%90%E6%9C%AC%E6%B3%95-
%E6%BC%8F%E6%B4%9E 
 
冼健岷: 預設投資策略不只懶人之選       信報             11 月 29 日 

https://www2.hkej.com/wm/article/id/2314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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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hk01.com/%E8%81%B7%E5%A0%B4/401256/%E5%BC%B7%E7%A9%8D%E9%87%91-%E5%91%A8%E5%B9%B4%E5%A0%B1%E8%A1%A8-%E8%A8%88%E5%8A%83%E8%AA%AA%E6%98%8E%E6%9B%B8%E5%8B%BF%E6%A3%84%E6%8E%89-%E7%95%99%E6%84%8F-%E5%B9%B3%E5%9D%87%E6%88%90%E6%9C%AC%E6%B3%95-%E6%BC%8F%E6%B4%9E
https://www.hk01.com/%E8%81%B7%E5%A0%B4/401256/%E5%BC%B7%E7%A9%8D%E9%87%91-%E5%91%A8%E5%B9%B4%E5%A0%B1%E8%A1%A8-%E8%A8%88%E5%8A%83%E8%AA%AA%E6%98%8E%E6%9B%B8%E5%8B%BF%E6%A3%84%E6%8E%89-%E7%95%99%E6%84%8F-%E5%B9%B3%E5%9D%87%E6%88%90%E6%9C%AC%E6%B3%95-%E6%BC%8F%E6%B4%9E
https://www.hk01.com/%E8%81%B7%E5%A0%B4/401256/%E5%BC%B7%E7%A9%8D%E9%87%91-%E5%91%A8%E5%B9%B4%E5%A0%B1%E8%A1%A8-%E8%A8%88%E5%8A%83%E8%AA%AA%E6%98%8E%E6%9B%B8%E5%8B%BF%E6%A3%84%E6%8E%89-%E7%95%99%E6%84%8F-%E5%B9%B3%E5%9D%87%E6%88%90%E6%9C%AC%E6%B3%95-%E6%BC%8F%E6%B4%9E
https://www.hk01.com/%E8%81%B7%E5%A0%B4/401256/%E5%BC%B7%E7%A9%8D%E9%87%91-%E5%91%A8%E5%B9%B4%E5%A0%B1%E8%A1%A8-%E8%A8%88%E5%8A%83%E8%AA%AA%E6%98%8E%E6%9B%B8%E5%8B%BF%E6%A3%84%E6%8E%89-%E7%95%99%E6%84%8F-%E5%B9%B3%E5%9D%87%E6%88%90%E6%9C%AC%E6%B3%95-%E6%BC%8F%E6%B4%9E
https://www.hk01.com/%E8%81%B7%E5%A0%B4/401256/%E5%BC%B7%E7%A9%8D%E9%87%91-%E5%91%A8%E5%B9%B4%E5%A0%B1%E8%A1%A8-%E8%A8%88%E5%8A%83%E8%AA%AA%E6%98%8E%E6%9B%B8%E5%8B%BF%E6%A3%84%E6%8E%89-%E7%95%99%E6%84%8F-%E5%B9%B3%E5%9D%87%E6%88%90%E6%9C%AC%E6%B3%95-%E6%BC%8F%E6%B4%9E
https://www.hk01.com/%E8%81%B7%E5%A0%B4/401256/%E5%BC%B7%E7%A9%8D%E9%87%91-%E5%91%A8%E5%B9%B4%E5%A0%B1%E8%A1%A8-%E8%A8%88%E5%8A%83%E8%AA%AA%E6%98%8E%E6%9B%B8%E5%8B%BF%E6%A3%84%E6%8E%89-%E7%95%99%E6%84%8F-%E5%B9%B3%E5%9D%87%E6%88%90%E6%9C%AC%E6%B3%95-%E6%BC%8F%E6%B4%9E
https://www2.hkej.com/wm/article/id/2314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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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CCTT 每每週週市市場場焦焦點點 

2015 年 7 月  

2019 年 12 月 2 日 
 

 

指數 

19 年 11

月 29 日

收報 

對上週

變動 

(%) 

對上週

變動 

本年

至今 

(%) 

美國         

道瓊斯指數 28,051  0.6  176  20.3  

標普 500 指數 3,141  1.0  31  25.3  

納斯達克指數 8,665  1.7  146  30.6  

歐洲         

英國富時 100 7,347  0.3  20  9.2  

德國 DAX 指數 13,236  0.6  73  25.4  

巴黎 CAC 指數 5,905  0.2  12  24.8  

亞洲         

MSCI 亞洲除日本 647  -0.2  -2  8.4  

恒生指數 26,346  -0.9  -249  1.9  

國企指數 10,302  -1.9  -204  1.7  

上證綜合指數 2,872  -0.5  -13  15.2  

滬深 300 指數 3,829  -0.6  -21  27.2  

日經平均指數 23,294  0.8  181  16.4  

首爾綜合指數 2,088  -0.7  -14  2.3  

新加玻海峽時報 3,194  -1.0  -32  4.1  

曼谷 SET 指數 1,591  -0.4  -7  1.7  

雅加達綜合指數 6,012  -1.4  -88  -2.9  

其他新興市場         

MSCI 新興市場 1,040  -0.8  -9  7.7  

巴西聖保羅指數 108,233  -0.4  -459  23.2  

莫斯科 MICEX 1,438  -1.2  -17  34.6  

孟買 SENSEX 40,794  1.1  434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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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8  -0.03  
 
紐約即月石油 55.2  -4.50  標普波幅 12.6  2.27  

英磅/美元 1.2925  0.71  
 
黃金 1,444.0  -1.20  美匯指數 98.3  0.00  

歐元/瑞郎 1.0002  0.26  
       

美元/日元 109.49  0.76  
 

債券殖利率 3 個月 6 個月 2 年 10 年 30 年 

澳元/美元 0.6763  -0.34  
 
美國國債 1.575  1.613  1.614  1.777  2.206  

美元/人民幣 7.0325  -0.09  
 
德國國債 -0.653  -0.628  -0.636  -0.362  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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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希望在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中包含削減已加徵關稅內容 

 

中國《環球時報》周日在推特發文引述北京未具名人士稱，中國政府

希望在與美國的第一階段貿易協定中，包括削減關稅的內容。該文

稱，即便美國承諾 12 月 15 日不對原定中國商品加徵關稅，這並不能

取代對已加徵關稅進行削減的內容。《環球時報》是由中國中共中央

機關報社人民日報社主辦的中文報。《環球時報》在另一則推特中

稱，華盛頓干涉中國內政，並向中國施壓購買美國商品，可能對達成

協議構成威脅。該文並引述其此前報導中一位不願具名的專家稱，華

盛頓不應對北京施壓，以在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中，就具體農產品購買

額作出承諾。 

 

戴姆勒將裁員超過 10,000 人 以節省 15 億美元 

 

戴姆勒公司計畫緊隨競爭對手寶馬和福斯汽車之後，在全球範圍內裁

撤超過 10,000 個工作崗位，以重新提振因對電動和自動駕駛汽車的大

量投資所擠壓的利潤率。這家梅賽德斯-賓士汽車的製造商周五表示，

此次裁員--至少相當於員工總數的 3.3%--將於 2022 年底之前進行，以

便減少 14 億歐元（15 億美元）的人力成本。該公司計畫擴大提前退

休計畫，並提供買斷方案以減少德國的行政人員。當新任執行長 Ola 

Kallenius 警告說，未來兩年的回報率可能仍然低迷時，這家全球頂級

的豪華和商用車生產商為削減成本做好了準備。 

 

大宗商品綜述：油價創兩個多月最大跌幅 鎳價全月蒸發 18% 

 

油價創兩個多月最大跌幅，因有跡象顯示 OPEC+下周開會時不願加大

減產力度。黃金攀升，因美元下跌；不過金價仍創下一年多以來最大

月跌幅。鎳的漲勢正迅速消退，需求疲軟的跡象使其創下了主要大宗

商品中最大的單月跌幅。紐約商業交易所 1 月 WTI 下跌 2.94 美元，結

算價每桶 55.17 美元。 

 

資料來源: 29/11/2019 – 02/12/2019, 彭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