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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CTT 每每週週 MMPPFF 新新聞聞 

2015 年 7 月  

2020 年 8 月 3 日 

 

 

 

 

 

 

 

 

 

 

 

 

 

 

 

主要新聞： 

 

表現理想\康宏 MPF 綜合指數本月升 3.6%         大公報           7 月 25 日 

http://www.takungpao.com.hk/231106/2020/0725/479222.html 
 

積金月賺 3% 冚番上半年         東方日報           7 月 29 日 

https://orientaldaily.on.cc/cnt/finance/20200729/00202_001.html 
 

【保就業計劃】第六批僱主名單出爐 香港電訊獲 2.68 億元補貼向 1.1 萬員工支薪                  香港經

濟日報           7 月 30 日 

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2709321 
 
曹偉邦: 【策略】積金投資好比球賽 攻守有道        信報           7 月 31 日 

https://www2.hkej.com/wm/article/id/2536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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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3 日 
 

 

指數 

20 年 07

月 31 日

收報 

對上週

變動 

(%) 

對上週

變動 

本年

至今 

(%) 

美國         

道瓊斯指數 26,428  -0.2  -42  -7.4  

標普 500 指數 3,271  1.7  55  1.2  

納斯達克指數 10,745  3.7  382  19.8  

歐洲         

英國富時 100 5,898  -3.7  -226  -21.8  

德國 DAX 指數 12,313  -4.1  -525  -7.1  

巴黎 CAC 指數 4,784  -3.5  -173  -20.0  

亞洲         

MSCI 亞洲除日本 701  2.1  15  1.8  

恒生指數 24,595  -0.4  -110  -12.8  

國企指數 10,040  -0.4  -41  -10.1  

上證綜合指數 3,310  3.5  113  8.5  

滬深 300 指數 4,695  4.2  189  14.6  

日經平均指數 21,710  -4.6  -1,042  -8.2  

首爾綜合指數 2,249  2.2  49  2.4  

新加玻海峽時報 2,530  -1.9  -50  -21.5  

曼谷 SET 指數 1,329  -0.9  -12  -15.9  

雅加達綜合指數 5,150  1.3  67  -18.3  

其他新興市場         

MSCI 新興市場 1,079  1.7  18  -3.2  

巴西聖保羅指數 102,912  0.5  531  -11.0  

莫斯科 MICEX 1,234  -1.7  -22  -20.3  

孟買 SENSEX 37,607  -1.4  -522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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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91  1.34  
 
紐約即月石油 40.3  -2.47  標普波幅 24.5  -5.34  

英磅/美元 1.3099  2.46  
 
黃金 1,973.2  3.83  美匯指數 93.3  -1.15  

歐元/瑞郎 0.9132  -1.01  
       

美元/日元 105.84  0.13  
 

債券殖利率 3 個月 6 個月 2 年 10 年 30 年 

澳元/美元 0.7146  0.78  
 
美國國債 0.091  0.095  0.107  0.529  1.194  

美元/人民幣 6.9752  -0.60  
 
德國國債 -0.578  -0.632  -0.720  -0.525  -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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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軟將繼續就收購 TikTok 美國業務進行磋商 

 

微軟證實，繼執行長 Satya Nadella 與美國總統川普就相關事宜進行了討

論後，公司仍在繼續就收購 TikTok 美國及其他國家業務進行磋商。微

軟發布公告稱，談判將會快速推進，「也就是幾周的時間」，完成磋

商料不會晚於 9 月 15 日。公司會繼續與川普和美國政府保持接洽。一

旦完成收購，微軟將擁有並經營 TikTok 在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

紐西蘭的業務。微軟表示，公司也有可能會邀請其他美國投資者持有

TikTok 的少數股權，該公司目前的所有權人是中國規模名列前茅的科

技公司字節跳動。微軟還承諾會加大安全、隱私和數字安全保護力

度，確保所有關乎美國人的個人隱私都被傳回到美國並從國外的服務

器上刪除。 

 

中國監管機構將對瑞幸咖啡進行處罰 因交易數據造假 

 

中國監管機構將對瑞幸咖啡實施處罰，此前官方調查發現，該公司自

2019 年 4 月起就開始虛增交易數據。根據中國財政部網站周五發布的

公告，該公司自 2019 年 4 月至 2019 年末虛增交易額 21.2 億元人民幣

（3.04 億美元），占當期報告營收額的 41%。利潤虛增 9.08 億元，成

本費用虛增 12.1 億元。財政部公告稱，對瑞幸咖啡及 23 家相關實體的

會計信息質量進行了調查，稍後將宣布處罰結果。中國國家市場監督

管理總局在另一份公告中表示，瑞幸咖啡為獲得不正當競爭優勢，將

依照反不正當競爭法進行處理。 

 

油價上漲；金價再攀新高；銅庫存出現 11 年最大月降幅 

 

得益於美元穩步走弱和 OPEC 在產量方面的克制，原油價格在 7 月份

走高；金價創出紀錄新高，受美元疲軟和低利率刺激。白銀有望創

1979 年以來最大月漲幅；由於中國需求反彈，以及冠狀病毒大流行在

拉美造成供應受到干擾，7 月份倫敦金屬交易所跟蹤的銅庫存創下

2009 年 7 月以來最大單月降幅。 

資料來源: 31/07/2020 – 03/08/2020, 彭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