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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新聞： 

 

強積金總資產首升破一萬億     蘋果日報     9 月 7 日 

https://hk.appledaily.com/finance/20200907/6D2UOUAFSFCXPIEO4LIVGYDX4I/ 

 

回報穩健\黃友嘉：三招提升強積金透明度     大公報     9 月 7 日 

http://www.takungpao.com.hk/finance/236135/2020/0907/494873.html 

 

市民虛假聲明提積金 首判感化        東方日報       9 月 5 日 

https://orientaldaily.on.cc/cnt/finance/20200905/00202_016.html 

 

強積金高手教做百萬富戶     東方日報     9 月 7 日 

https://orientaldaily.on.cc/cnt/finance/20200907/00202_010.html 
 

保就業計劃新一批名單公布：4000 僱主共獲 13.6 億元補貼 「譚仔」獲批近 300 萬・Atos Thales 

科企有份     經濟日報     9 月 4 日 

https://sme.hket.com/article/2744563/%E4%BF%9D%E5%B0%B1%E6%A5%AD%E8%A8%88%E
5%8A%83%E6%96%B0%E4%B8%80%E6%89%B9%E5%90%8D%E5%96%AE%E5%85%AC%E
5%B8%83%EF%BC%9A4000%E5%83%B1%E4%B8%BB%E5%85%B1%E7%8D%B213.6%E5%
84%84%E5%85%83%E8%A3%9C%E8%B2%BC%E3%80%80%E3%80%8C%E8%AD%9A%E4%
BB%94%E3%80%8D%E7%8D%B2%E6%89%B9%E8%BF%91300%E8%90%AC%E3%83%BBAt
os%20Thales%20%E7%A7%91%E4%BC%81%E6%9C%89%E4%BB%BD?mtc=e0007 
 
Hong Kong’s MPF assets may hit HK$1.5 trillion before 2026    Asia Asset Management     9 
Sep 
https://www.asiaasset.com/post/23788-mandatory-provident-fund-0908 

 
積金計劃或整合 冀再減費    東方日報    9 月 11 日 

https://orientaldaily.on.cc/cnt/finance/20200911/00202_0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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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CCTT 每每週週市市場場焦焦點點 

2015 年 7 月  

2020 年 9 月 14 日 
 

 

指數 

20 年 09

月 11 日

收報 

對上週

變動 

(%) 

對上週

變動 

本年

至今 

(%) 

美國         

道瓊斯指數 27,666  -1.7  -468  18.6  

標普 500 指數 3,341  -2.5  -86  33.3  

納斯達克指數 10,854  -4.1  -460  63.6  

歐洲         

英國富時 100 6,032  4.0  233  -10.3  

德國 DAX 指數 13,203  2.8  360  25.0  

巴黎 CAC 指數 5,034  1.4  69  6.4  

亞洲         

MSCI 亞洲除日本 715  -0.8  -6  19.9  

恒生指數 24,503  -0.8  -192  -5.2  

國企指數 9,753  -1.3  -131  -3.7  

上證綜合指數 3,260  -2.8  -95  30.7  

滬深 300 指數 4,627  -3.0  -143  53.7  

日經平均指數 23,406  0.9  201  16.9  

首爾綜合指數 2,397  1.2  28  17.4  

新加玻海峽時報 2,490  -0.8  -20  -18.9  

曼谷 SET 指數 1,280  -2.4  -32  -18.2  

雅加達綜合指數 5,017  -4.3  -223  -19.0  

其他新興市場         

MSCI 新興市場 1,092  -0.7  -8  13.0  

巴西聖保羅指數 98,363  -2.8  -2,879  11.9  

莫斯科 MICEX 1,223  0.2  3  14.4  

孟買 SENSEX 38,855  1.3  497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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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37  0.02  
 
紐約即月石油 37.3  -6.14  標普波幅 26.9  -12.62  

英磅/美元 1.2789  -3.44  
 
黃金 1,942.7  0.81  美匯指數 93.3  0.66  

歐元/瑞郎 0.9092  -0.53  
       

美元/日元 106.16  -0.09  
 

債券殖利率 3 個月 6 個月 2 年 10 年 30 年 

澳元/美元 0.7275  -0.10  
 
美國國債 0.110  0.118  0.129  0.667  1.413  

美元/人民幣 6.8344  -0.12  
 
德國國債 -0.615  -0.586  -0.699  -0.482  -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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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新聞： 

 

美國預算赤字升破 3 萬億美元 幾乎達到 2019 年同期的三倍 

 

美國本財年聯邦預算赤字超過 3 萬億美元，幾乎達到 2019 年規模的三

倍，且占經濟的比重有望創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最高水平。財政

部周五公佈的數據顯示，8 月份 2001 億美元的赤字與 2019 年同月幾乎

相當，使該財年的總額超過了 3 萬億美元。去年，在同樣的 11 個月

中，美國的預算赤字僅略高於 1 萬億美元。今年到目前為止支出已超

過 6 萬億美元，因幾個月前政府大力推動財政措施，為美國人在新冠

疫情引發的經濟停擺中提供緩衝。同時，收入略低於 2019 財年前 11

個月的水平。國會預算辦公室本月早些時候預測 2020 年赤字將占國內

生產毛額的 16%，創下 1945 年以來最大比重。 

 

拉加德：歐元漲勢部分抵消了刺激措施對通膨的提振 

 

歐洲央行總裁克裡斯汀·拉加德表示，近期歐元的升值在一定程度上抵

消了歐洲央行的刺激措施在提振通膨方面發揮的積極影響，她重申，

決策者們隨時準備在必要時調整所有的政策工具。拉加德周日表示，

管委會將密切評估歐元區所有的經濟信息對中期通膨前景的影響，包

括匯率變化的影響。「在實現物價穩定的目標方面，現在以及將來都

不會自滿，」拉加德在阿拉伯中央銀行和貨幣當局管理委員會會議上

發表講話稱。「貨幣政策將在歐元區繼續發揮作用，充分地致力於履

行政策職責。」 

 

大宗商品綜述：油價連跌兩周；銀價走低；銅價連續五周上漲 

 

隨著夏季駕車出行高峰期結束，而且人們擔心 OPEC 對減產協議的遵

守情況，原油價格出現 4 月份暴跌以來首次連續兩周下跌；現貨白銀

邁向 3 月份以來首次連續兩周下跌，一方面經濟企穩的跡象抑制了對

貴金屬的需求，同時投資者也在等待中央銀行進一步的政策信號；倫

敦銅價上漲，取得連續第五個周漲幅，因交易所庫存下降，且數據顯

示 8 月中國信貸增加，提振了工業金屬需求前景。 

資料來源: 11/09/2020 – 14/09/2020, 彭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