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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新聞： 

 

【MPF】MPF 打破「六絕月」魔咒 6 月暫升 3%人均賺 6600 元               香港經濟日報     6 月 22 日 

https://inews.hket.com/article/2676122/%E3%80%90MPF%E3%80%91MPF%E6%89%93%E7%A0
%B4%E3%80%8C%E5%85%AD%E7%B5%95%E6%9C%88%E3%80%8D%E9%AD%94%E5%92
%92%206%E6%9C%88%E6%9A%AB%E5%8D%873-
%E4%BA%BA%E5%9D%87%E8%B3%BA6600%E5%85%83 
 

easy access to us stocks But caution called for               The Standard    6 月 22 日 

https://www.thestandard.com.hk/section-news/fc/1/220193/easy-access-to-us-stocks-%20But-
caution-called-for 

 
打工仔投資美股要小心            文匯報      6月 23日 

http://paper.wenweipo.com/2020/06/23/PL2006230004.htm 

 
 
保就業計劃｜「保就業」首批受惠名單 首 10個承諾受薪僱員人數最多僱主                          明

報    6月 23日 

https://news.mingpao.com/ins/%E6%B8%AF%E8%81%9E/article/20200622/s00001/15928126991
19/%E4%BF%9D%E5%B0%B1%E6%A5%AD%E8%A8%88%E5%8A%83-
%E3%80%8C%E4%BF%9D%E5%B0%B1%E6%A5%AD%E3%80%8D%E9%A6%96%E6%89%B
9%E5%8F%97%E6%83%A0%E5%90%8D%E5%96%AE-
%E9%A6%9610%E5%80%8B%E6%89%BF%E8%AB%BE%E5%8F%97%E8%96%AA%E5%83%
B1%E5%93%A1%E4%BA%BA%E6%95%B8%E6%9C%80%E5%A4%9A%E5%83%B1%E4%B8
%BB%E3%80%90%E9%99%84%E8%A1%A8%E3%80%91 
 
首輪保就業 14 萬「自僱」申請未獲批                  東方日報      6 月 26 日 

https://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200626/00176_016.html?pubdate=2020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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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CCTT 每每週週市市場場焦焦點點 

2015 年 7 月  

2020 年 6 月 29 日 
 

 

指數 

20 年 06

月 26 日

收報 

對上週

變動 

(%) 

對上週

變動 

本年

至今 

(%) 

美國         

道瓊斯指數 25,016  -3.3  -856  -12.3  

標普 500 指數 3,009  -2.9  -89  -6.9  

納斯達克指數 9,757  -1.9  -189  8.7  

歐洲         

英國富時 100 6,159  -2.1  -133  -18.3  

德國 DAX 指數 12,089  -2.0  -241  -8.8  

巴黎 CAC 指數 4,910  -1.4  -70  -17.9  

亞洲         

MSCI 亞洲除日本 652  0.3  2  -5.3  

恒生指數 24,550  -0.4  -94  -12.9  

國企指數 9,853  -1.2  -121  -11.8  

上證綜合指數 2,980  0.4  12  -2.3  

滬深 300 指數 4,139  1.0  40  1.0  

日經平均指數 22,512  0.1  33  -4.8  

首爾綜合指數 2,135  -0.3  -7  -2.9  

新加玻海峽時報 2,605  -1.2  -30  -19.2  

曼谷 SET 指數 1,330  -3.0  -40  -15.8  

雅加達綜合指數 4,904  -0.8  -38  -22.2  

其他新興市場         

MSCI 新興市場 999  -0.2  -2  -10.4  

巴西聖保羅指數 93,835  -2.8  -2,738  -18.9  

莫斯科 MICEX 1,247  -0.2  -3  -19.5  

孟買 SENSEX 35,171  1.3  440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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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30  0.33  
 
紐約即月石油 38.5  -3.17  標普波幅 34.7  -1.11  

英磅/美元 1.2348  -0.16  
 
黃金 1,767.6  1.50  美匯指數 97.4  -0.19  

歐元/瑞郎 0.9472  -0.44  
       

美元/日元 107.14  0.28  
 

債券殖利率 3 個月 6 個月 2 年 10 年 30 年 

澳元/美元 0.6869  0.16  
 
美國國債 0.139  0.164  0.167  0.642  1.371  

美元/人民幣 7.0782  0.10  
 
德國國債 -0.561  -0.569  -0.709  -0.483  -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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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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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新聞： 

 

美國對涉及香港問題的中共官員實施簽證限制 

 

美國國務院對涉及侵犯香港公民自由的中共官員實施簽證禁令。一位

高級官員稱，這是為敦促北京從對香港新限制中後退所開展行動的開

端。國務卿蓬佩奧在一份聲明中稱，「我宣布對被認為有責任或同謀

破壞 1984 年《中英聯合聲明》所保障的香港高度自治或破壞香港人權

和基本自由的中共現任和前任官員實施簽證限制。」該聲明未列出任

何具體人士。他補充說：「這些人士的家庭成員也可能受到這些限

制。」簽證舉措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徵性的。中國官員不太可能訪問美

國，尤其是鑒於冠狀病毒大流行已經暫停了多數國際航班，並且美國

已經對來自中國的旅客實施了嚴格限制。 

 

東南亞國家領導人對南中國海緊張局勢提出警告 

 

越南和菲律賓在東南亞國家領導人峰會上就海事規定屢被違反表示關

注，對中國在南中國海的領土主張不滿日增。這次視頻會議由越南主

持召開，目前東南亞國家正處於解除防疫封鎖後的經濟逐步重啟階

段，並與其他國家協商旅行路線。在東協各國承諾合作抗疫之際，他

們也在努力應對北京在公海的主張。雖然沒有直指中國，但越南總理

阮春福在開幕致辭時表示，「儘管整個世界在對抗大流行的鬥爭中步

履維艱，但一些不負責任的、違反國際法的行為依然在發生，影響了

包括我們地區在內的某些地區的安全與穩定環境。」 

 

大宗商品：銅價突破 6000 美元；疫情擔憂打壓油價 黃金連漲三周 

 

美國新冠疫情蔓延刺激黃金期貨連續第三周上漲，並打壓了油價；對

拉美礦山受疫情影響造成供應中斷的擔憂推動銅價突破每噸 6000 美

元。紐約 Comex 8 月交割的黃金期貨上漲 0.5％，結算價報每盎司

1,780.30 美元，盤中最多下挫 0.9%。布倫特 8 月原油下跌 3 美分，收於

每桶 41.02 美元。 

 

資料來源: 26/06/2020 – 29/06/2020, 彭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