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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CTT 每每週週 MMPPFF 新新聞聞 

2015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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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新聞： 

 

 

減薪裁員潮恐惡化                          東方日報   5 月 22 日 

https://orientaldaily.on 

 

曹偉邦: 善用積金電子服務創「三贏」                        信報   5 月 22 日 

https://www2.hkej.com/wm/article/id/2471546 

  

保就業計劃 5 月 25 日起網上接受申請 6 月 14 日截止           星島日報       5 月 18 日 

https://std.stheadline.com/realtime/article/1274267/ 

 

[保就業計劃] 補貼期間支薪僱員總數少於今年 3 月 僱主將被罰款          經濟日報         5 月 18 日     

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2646177/ 

 

政府委聘羅兵咸出任「保就業」計劃代理人           明報  5 月 17 日 

https://www.mpfinance.com/fin/instantf2.php?node=1589713456961&issue=2020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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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5 月 25 日 
 

 

指數 

20 年 05

月 22 日

收報 

對上週

變動 

(%) 

對上週

變動 

本年

至今 

(%) 

美國         

道瓊斯指數 24,465  3.3  780  -14.3  

標普 500 指數 2,955  3.2  92  -8.5  

納斯達克指數 9,325  3.4  310  3.9  

歐洲         

英國富時 100 5,993  3.3  194  -20.5  

德國 DAX 指數 11,074  5.8  609  -16.4  

巴黎 CAC 指數 4,445  3.9  167  -25.7  

亞洲         

MSCI 亞洲除日本 588  -1.5  -9  -14.6  

恒生指數 22,930  -3.6  -867  -18.7  

國企指數 9,427  -2.6  -248  -15.6  

上證綜合指數 2,814  -1.9  -55  -7.7  

滬深 300 指數 3,824  -2.3  -89  -6.7  

日經平均指數 20,388  1.8  351  -13.8  

首爾綜合指數 1,970  2.2  43  -10.4  

新加玻海峽時報 2,500  -0.9  -24  -22.4  

曼谷 SET 指數 1,304  1.8  23  -17.5  

雅加達綜合指數 4,546  0.9  38  -27.8  

其他新興市場         

MSCI 新興市場 905  0.5  4  -18.8  

巴西聖保羅指數 82,173  6.0  4,617  -28.9  

莫斯科 MICEX 1,188  7.3  81  -23.3  

孟買 SENSEX 30,673  -1.4  -425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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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88  0.75  
 
紐約即月石油 33.3  12.98  標普波幅 28.2  -11.70  

英磅/美元 1.2169  0.41  
 
黃金 1,735.4  -0.76  美匯指數 99.9  -0.54  

歐元/瑞郎 0.9725  -0.06  
       

美元/日元 107.57  0.26  
 

債券殖利率 3 個月 6 個月 2 年 10 年 30 年 

澳元/美元 0.6529  1.86  
 
美國國債 0.118  0.147  0.170  0.660  1.372  

美元/人民幣 7.1294  0.39  
 
德國國債 -0.553  -0.553  -0.692  -0.490  -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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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指責中國阻撓美航復飛 日益緊張的雙邊關係延伸到航空旅行 

 

中美之間日益緊張的局勢蔓延到了航空業，美國運輸部指責中方阻止

美國航空公司恢復中美航班。美國運輸部周五晚些時候表示，中國違

反雙邊協議，未批准達美航空和聯合航空恢復航班的申請。運輸部在

政府網站發布的通知中稱，中國「損害了美國航空公司的經營權，剝

奪了他們公平、平等行使經營權的機會」。美國政府表示，該命令沒

有對執飛中美航線的四家中國航空公司施加任何限制或處罰，但算是

一個警告。它要求中國航空公司向該部門通報航班計畫和任何擬議的

變更。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未立即回覆尋求置評的電子郵件。 

 

中國警告美國政客將中美關係推向「新冷戰」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表示，美國應放棄「一廂情願」改變中國的想法，

並警告稱美國一些政治勢力正試圖將中美關係推向「新冷戰」。「中

國無意改變美國，更不想取代美國，而美國也不可能一廂情願地改變 

中國，」王毅周日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期間他的年度記者會上說。他

還批評美國放緩了與北韓的核談判，並警告美國在台灣問題上不要挑

戰中國的底線。過去幾個月美中關係急劇惡化，與此同時，美國成為

新冠疫情形勢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在貿易

和人權等一系列問題上發生衝突，而北京擬在香港推出國家安全立法

的最新行動可能成為美中關係的又一個交鋒點。 

 

大宗商品綜述：黃金上漲；基本金屬下跌；原油連續第四周走高 

 

黃金上漲，銅和其他工業金屬下跌，因中美緊張局勢加劇，抑制了投

資者對風險資產的興趣；油價周五下跌，導致周漲幅收窄。投資者在

不斷改善的供應基本面和中國經濟成長疑慮之間搖擺。紐約原油期貨

周五下跌 2%，但全周累計上漲 13％。 

 

資料來源: 22/05/2020 – 25/05/2020, 彭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