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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新聞： 

 

強積金累積至 9700 億 打工仔毋須憂短期波動       東方日報             2 月 10 日 

https://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200210/00176_041.html 
 

【最後機會】積金局提醒市民爭取扣稅優惠       AM730             2 月 10 日 

https://www.am730.com.hk/news/%E6%96%B0%E8%81%9E/%E3%80%90%E6%9C%80%E5%B
E%8C%E6%A9%9F%E6%9C%83%E3%80%91%E7%A9%8D%E9%87%91%E5%B1%80%E6%8
F%90%E9%86%92%E5%B8%82%E6%B0%91%E7%88%AD%E5%8F%96%E6%89%A3%E7%A
8%85%E5%84%AA%E6%83%A0-206628 

 

【武漢肺炎】積金局港九新界 3 間辦事處 延長暫停開放安排        經濟日報             2 月 10 日 

https://inews.hket.com/article/2554162/%E3%80%90%E6%AD%A6%E6%BC%A2%E8%82%BA%
E7%82%8E%E3%80%91%E7%A9%8D%E9%87%91%E5%B1%80%E6%B8%AF%E4%B9%9D%
E6%96%B0%E7%95%8C3%E9%96%93%E8%BE%A6%E4%BA%8B%E8%99%95%20%E5%BB
%B6%E9%95%B7%E6%9A%AB%E5%81%9C%E9%96%8B%E6%94%BE%E5%AE%89%E6%8
E%92?mtc=20023 

 
擅自轉走客戶強積金 永明前中介釘牌 10 月        明報     2 月 12 日 

https://news.mingpao.com/pns/%E7%B6%93%E6%BF%9F/article/20200212/s00004/15814463353
94/%E6%93%85%E8%87%AA%E8%BD%89%E8%B5%B0%E5%AE%A2%E6%88%B6%E5%BC
%B7%E7%A9%8D%E9%87%91-
%E6%B0%B8%E6%98%8E%E5%89%8D%E4%B8%AD%E4%BB%8B%E9%87%98%E7%89%8
C10%E6%9C%88 
 

【百萬 MPF】疫市下換馬定佛系（股榮）                      蘋果日報        2 月 13 日 

https://hk.finance.appledaily.com/finance/20200213/M64R24EAYG6BPERP2AY4SQ4FK4/ 
 

曹偉邦: 配對供款增退休保障的考量       信報     2 月 14 日 

https://www2.hkej.com/wm/article/id/2377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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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CCTT 每每週週市市場場焦焦點點 

2015 年 7 月  

2020 年 2 月 17 日 
 

 

指數 

20 年 02

月 14 日

收報 

對上週

變動 

(%) 

對上週

變動 

本年

至今 

(%) 

美國         

道瓊斯指數 29,398  1.0  296  3.0  

標普 500 指數 3,380  1.6  52  4.6  

納斯達克指數 9,731  2.2  211  8.5  

歐洲         

英國富時 100 7,409  -0.8  -58  -1.8  

德國 DAX 指數 13,744  1.7  230  3.7  

巴黎 CAC 指數 6,069  0.7  40  1.5  

亞洲         

MSCI 亞洲除日本 691  1.5  10  0.3  

恒生指數 27,816  1.5  411  -1.3  

國企指數 10,863  1.5  158  -2.7  

上證綜合指數 2,917  1.4  41  -4.4  

滬深 300 指數 3,988  2.3  88  -2.7  

日經平均指數 23,688  -0.6  -140  0.1  

首爾綜合指數 2,244  1.4  32  2.1  

新加玻海峽時報 3,220  1.2  39  -0.1  

曼谷 SET 指數 1,526  -0.6  -9  -3.4  

雅加達綜合指數 5,867  -2.2  -133  -6.9  

其他新興市場         

MSCI 新興市場 1,106  1.3  15  -0.8  

巴西聖保羅指數 114,381  0.5  610  -1.1  

莫斯科 MICEX 1,535  1.1  17  -0.9  

孟買 SENSEX 41,258  0.3  116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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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43  -0.91  
 
紐約即月石油 52.1  3.44  標普波幅 13.7  -11.57  

英磅/美元 1.3040  1.08  
 
黃金 1,583.7  0.93  美匯指數 99.1  0.45  

歐元/瑞郎 0.9815  0.39  
       

美元/日元 109.74  -0.06  
 

債券殖利率 3 個月 6 個月 2 年 10 年 30 年 

澳元/美元 0.6714  0.55  
 
美國國債 1.573  1.548  1.430  1.587  2.039  

美元/人民幣 6.9870  -0.22  
 
德國國債 -0.595  -0.586  -0.661  -0.402  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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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與塔利班達成臨時協議 旨在最終從阿富汗撤軍 

 

美國和塔利班已經達成協議，在七天的時間裡減少在阿富汗的暴力衝

突，目標是達成更廣泛的協議，以結束美國參與時間最長的這場戰。 

美國一位高級官員周五表示，雙方已就減少暴力衝突達成協議，如果

能實現這個目標，後續將達成一項讓美國可以撤軍的和平計畫。這位

官員說，為期七天的限制襲擊預計將很快開始，但沒有提供細節。美

國總統唐納德·川普押注與塔利班的直接接觸將有助於他兌現 2016 競 

選承諾，讓美國擺脫「無休止的戰爭」。塔利班曾庇護蓋達組織領導

人本·拉登。 

 

新興冠狀病毒席捲之際 中國誓將加大財政政策刺激力度 

 

儘管財政赤字擴大，但中國仍承諾推出更有效的刺激措施。伴隨著每

日成千上萬的新病例，正在放緩的經濟勢將進一步受到新型冠狀病毒

的打擊，突顯了新型冠狀病毒帶來的挑戰。中國的財政部黨組書記、

部長劉昆撰文稱，中央財政要帶頭大幅壓減非剛性、非重點項目支

出，堅決取消不必要的項目支出。進一步減稅降費，通過減輕企業、

個人負擔，促進疫情防控、拉動經濟成長。病毒的爆發給亞洲最大經

濟體造成衝擊，這將給北京及中國其他地區的財政預算帶來負擔。同

日，香港財政部長陳茂波警告說，下個財政年度香港可能出現創紀錄

的赤字。 新加坡也即將提交年度預算，分析師預測會有近二十年來最

大的赤字。 

 

大宗商品綜述：油價取得今年最大周漲幅 金價八周裡第七周上漲 

油價取得今年以來最大周漲幅，因有跡象表明冠狀病毒疫情的最壞經

濟影響已經被消化，減輕了人們對原油需求自由落體的擔憂。由於人

們繼續擔憂冠狀病毒對全球經濟成長的影響，金價八周裡第七周上。 

倫敦市場基本金屬價格走低，因為上海期貨交易所的庫存增加表明，

在中國努力遏制冠狀病毒疫情之際，基本金屬產量超過了需求。 

 

資料來源: 14/02/2020 – 17/02/2020, 彭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