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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CTT 每每週週 MMPPFF 新新聞聞 

2015 年 7 月  

2020 年 2 月 24 日 

 

 

 

 

 

 

 

 

 

 

 

 

 

 

 

主要新聞： 

 

強積金上月人均輸近六千        東方日報             2 月 15 日 

https://orientaldaily.on.cc/cnt/finance/20200215/00202_005.html?pubdate=20200215 

 

積金局維持特別工作安排         華富財經            2 月 16 日 

http://www.quamnet.com/newscontent.action?articleId=6418459&listSectionCode=NEW_REST 
 

【綠色炸彈】收稅單好肉赤 即睇扣稅三寶 Q&A         蘋果日報             2 月 20 日 

https://hk.finance.appledaily.com/finance/20200220/XNG5ZNV4QYPO3C2XFMH3LQRL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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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entaldaily.on.cc/cnt/finance/20200215/00202_005.html?pubdate=20200215
http://www.quamnet.com/newscontent.action?articleId=6418459&listSectionCode=NEW_REST
https://hk.finance.appledaily.com/finance/20200220/XNG5ZNV4QYPO3C2XFMH3LQRL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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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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日 
 

 

指數 

20 年 02

月 21 日

收報 

對上週

變動 

(%) 

對上週

變動 

本年

至今 

(%) 

美國         

道瓊斯指數 28,992  -1.4  -406  1.6  

標普 500 指數 3,338  -1.3  -42  3.3  

納斯達克指數 9,577  -1.6  -155  6.7  

歐洲         

英國富時 100 7,404  -0.1  -5  -1.8  

德國 DAX 指數 13,579  -1.2  -165  2.5  

巴黎 CAC 指數 6,030  -0.7  -40  0.9  

亞洲         

MSCI 亞洲除日本 676  -2.1  -15  -1.8  

恒生指數 27,309  -1.8  -507  -3.1  

國企指數 10,791  -0.7  -73  -3.4  

上證綜合指數 3,040  4.2  123  -0.3  

滬深 300 指數 4,149  4.1  162  1.3  

日經平均指數 23,387  -1.3  -301  -1.1  

首爾綜合指數 2,163  -3.6  -81  -1.6  

新加玻海峽時報 3,181  -1.2  -39  -1.3  

曼谷 SET 指數 1,495  -2.0  -31  -5.4  

雅加達綜合指數 5,882  0.3  15  -6.6  

其他新興市場         

MSCI 新興市場 1,084  -2.0  -22  -2.7  

巴西聖保羅指數 113,681  -0.6  -699  -1.7  

莫斯科 MICEX 1,525  -0.7  -10  -1.6  

孟買 SENSEX 41,170  -0.2  -88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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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58  0.14  
 
紐約即月石油 53.4  2.56  標普波幅 17.1  24.85  

英磅/美元 1.2974  -0.51  
 
黃金 1,644.1  3.81  美匯指數 99.3  0.14  

歐元/瑞郎 0.9780  -0.36  
       

美元/日元 111.66  1.75  
 

債券殖利率 3 個月 6 個月 2 年 10 年 30 年 

澳元/美元 0.6630  -1.25  
 
美國國債 1.552  1.521  1.356  1.472  1.915  

美元/人民幣 7.0271  0.57  
 
德國國債 -0.591  -0.590  -0.647  -0.432  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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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狀病毒掀起漣漪 美國企業活動出現 2013 年來首次萎縮  

 

美國 2 月份企業活動錄得 2013 年以來首次萎縮，因冠狀病毒的爆發衝

擊供應鏈，並令企業不願下訂單。這一警訊表明，疫情已在開始削弱

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周五公佈的初步數據顯示，IHS Markit 衡量工

廠和服務提供商綜合產出的採購經理人指數下跌 3.7 點，至 49.6，創

出 2013 年 10 月美國政府停擺以來的最低水平。低於 50 的讀數表示萎

縮。這是美國第一個顯示受到冠狀病毒嚴重衝擊的主要經濟數據，儘

管經濟學家普遍認為，疫情對亞洲國家的經濟成長影響更大。日本和

澳大利亞的類似指數也被削弱，在本周末的二十國集團財金首長會議

上，如何應對這種疾病的經濟影響可能成為一個重要議題。 
 

新冠疫情雖未阻中國股市大漲 業績推遲披露給投資者信心“添堵” 

 

新冠肺炎疫情令中國上市公司一季度盈利受損幾無懸念。但投資者要

面對的風險不止於此，部分公司業績推遲披露為交易決策帶來更多不

確定性。疫情造成節後企業復工難，部分審計工作難以正常開展，波

及 2019 年年報披露進程。上海證券交易所本月表示，因疫情影響，已

安排 70 餘家上市公司進行年報披露預約日期變更。彭博匯總數據顯

示，目前已有逾 190 家 A 股公司將更改並延後 2019 年年報公佈日期，

其中包含恆瑞醫藥、長春高新等頗受市場關注的上市公司，但更改原

因未披露。 

 

Bernstein：中國提前實施天然氣淡季價格 中國石油收入料減少 70 億元 

 

Bernstein 認為，中國提前實施天然氣淡季價格政策，中國石油將遭受

最大的損失，假設政策從 2 月 22 日開始生效，預計中國石油的收入將

減少 70 億元人民幣左右。 分析師 Neil Beveridge 等在報告中寫道，去

年中國石油將天然氣旺季價格提高了 15%，淡季則提高 6.4%，預計今

年受到政策影響，天然氣門站價格平均會有 15%的下調。 

 

資料來源: 21/02/2020 – 24/02/2020, 彭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