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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CTT 每每週週 MMPPFF 新新聞聞 

2015 年 7 月  

2020 年 3 月 23 日 

 

 

 

 

 

 

 

 

 

 

 

 

 

 

 

主要新聞： 

 

強積金研放寬投資 REITs 比重                   信報        3 月 16 日 

https://www1.hkej.com/dailynews/headline/article/2403784/%E5%BC%B7%E7%A9%8D%E9%87%
91%E7%A0%94%E6%94%BE%E5%AF%AC%E6%8A%95%E8%B3%87REITs%E6%AF%94%E9
%87%8D 

 
疫重創零售業 政府發 56 億資助      文滙報      3 月 17 日 

http://paper.wenweipo.com/2020/03/17/HK2003170019.htm 
 

最後召集！TVC 扣稅你要識                    東方日報        3 月 18 日 

https://hk.on.cc/hk/bkn/cnt/finance/20200317/bkn-20200317120034588-0317_00842_0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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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1.hkej.com/dailynews/headline/article/2403784/%E5%BC%B7%E7%A9%8D%E9%87%91%E7%A0%94%E6%94%BE%E5%AF%AC%E6%8A%95%E8%B3%87REITs%E6%AF%94%E9%87%8D
https://www1.hkej.com/dailynews/headline/article/2403784/%E5%BC%B7%E7%A9%8D%E9%87%91%E7%A0%94%E6%94%BE%E5%AF%AC%E6%8A%95%E8%B3%87REITs%E6%AF%94%E9%87%8D
https://www1.hkej.com/dailynews/headline/article/2403784/%E5%BC%B7%E7%A9%8D%E9%87%91%E7%A0%94%E6%94%BE%E5%AF%AC%E6%8A%95%E8%B3%87REITs%E6%AF%94%E9%87%8D
http://paper.wenweipo.com/2020/03/17/HK2003170019.htm
https://hk.on.cc/hk/bkn/cnt/finance/20200317/bkn-20200317120034588-0317_00842_0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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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CCTT 每每週週市市場場焦焦點點 

2015 年 7 月  

2020 年 3 月 23 日 
 

 

指數 

20 年 03

月 20 日

收報 

對上週

變動 

(%) 

對上週

變動 

本年

至今 

(%) 

美國         

道瓊斯指數 19,174  -17.3  -4,012  -32.8  

標普 500 指數 2,305  -15.0  -406  -28.7  

納斯達克指數 6,880  -12.6  -995  -23.3  

歐洲         

英國富時 100 5,191  -3.3  -175  -31.2  

德國 DAX 指數 8,929  -3.3  -303  -32.6  

巴黎 CAC 指數 4,049  -1.7  -70  -32.3  

亞洲         

MSCI 亞洲除日本 531  -8.8  -51  -22.9  

恒生指數 22,805  -5.1  -1,228  -19.1  

國企指數 9,119  -5.5  -531  -18.4  

上證綜合指數 2,746  -4.9  -142  -10.0  

滬深 300 指數 3,653  -6.2  -242  -10.8  

日經平均指數 16,553  -5.0  -878  -30.0  

首爾綜合指數 1,566  -11.6  -205  -28.7  

新加玻海峽時報 2,411  -8.5  -223  -25.2  

曼谷 SET 指數 1,127  -0.1  -2  -28.6  

雅加達綜合指數 4,195  -14.5  -713  -33.4  

其他新興市場         

MSCI 新興市場 803  -9.9  -88  -27.9  

巴西聖保羅指數 67,069  -18.9  -15,609  -42.0  

莫斯科 MICEX 924  -6.8  -67  -40.3  

孟買 SENSEX 29,916  -12.3  -4,188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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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67  -3.74  
 
紐約即月石油 26.0  -17.93  標普波幅 66.0  14.20  

英磅/美元 1.1627  -5.84  
 
黃金 1,483.4  -2.55  美匯指數 102.8  4.12  

歐元/瑞郎 0.9877  3.59  
       

美元/日元 110.95  3.06  
 

債券殖利率 3 個月 6 個月 2 年 10 年 30 年 

澳元/美元 0.5836  -5.43  
 
美國國債 0.015  0.006  0.315  0.848  1.788  

美元/人民幣 7.0963  1.25  
 
德國國債 -0.774  -0.798  -0.691  -0.198  0.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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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盛稱本周美國首次申請失業救濟人數可能超過 200 萬 

 

高盛分析 30 個州的初步報告後認為，本周美國首次申請失業救濟人數

可能激增至創紀錄的 225 萬。由於疫情防控措施使得許多企業關門，

美國勞工部周四發布的數據顯示，截至上週六的一周，首次申請失業

救濟人數已經增加 7 萬人，達到 28.1 萬人。這是自 2012 年颶風“桑

迪”襲擊以來的最大增幅。而高盛預測的截至 3 月 21 日一周的首次申

請失業救濟人數，將是 1982 年峰值 69.5 萬人的三倍多。“本週，美國

許多州報告失業人數出現史無前例的激增，”經濟學家 David Choi 在

周四晚的一份報告中寫道。  

 

歐盟預計今年經濟衰退程度有堪比 2009 年的風險 

 

歐盟委員會稱，今年經濟衰退程度可能比此前預期要嚴重得多，建議

暫停實施嚴格的財政約束規定，以緩和新冠疫情造成的經濟後果。

“假設這場公共衛生危機延續到 6 月初或更久，那麼 2020 年經濟活動

萎縮程度將可能堪比經濟和金融危機最嚴重的 2009 年，”歐盟委員會

周五在一份聲明中表示。該委員會表示，一周前做出的今年經濟萎縮

約 1%的基準情形假設可能太過樂觀，“自此以來的形勢發展”預示了

更加負面的軌跡。 

 

大宗商品綜述：油價創近三十年最大周跌幅 銅價創 8 年最大周跌幅  

 

油價創下了近三十年來的最大單周跌幅，因市場對全球燃料需求崩潰

加劇的擔憂蓋過了 OPEC 與德克薩斯州能源監管機構談判的消息。黃

金期貨上漲，因為世界各國政府紛紛採取措施，包括刺激政策和發放

現金，以削弱冠狀病毒的經濟影響。銅價創出八年來最大單周跌幅，

因為紐約州下令所有就業者都必須留在家裡，限制了交易員在紐約這 

個全球金融中心工作的能力。 

 

 
資料來源: 20/03/2020 – 23/03/2020, 彭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