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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新聞： 

 

MPF 要點        經濟日報           9 月 19 日 

https://wealth.hket.com/article/2756846/%E3%80%90%E5%BC%B7%E7%A9%8D%E9
%87%91%E3%80%91%E8%A9%A6%E7%94%A8%E6%9C%9F%E4%BD%BF%E5%9
4%94%E4%BD%BF%E4%BE%9B%EF%BC%9F%E8%81%B7%E5%A0%B4%E6%96
%B0%E4%BA%BA%E8%A6%81%E4%BA%86%E8%A7%A3%E7%9A%84MPF%E8%
A6%81%E9%BB%9E?mtc=20023 
 

【趣 Blog Blog】MPF 最具價值的一刻 - 股榮        蘋果日報          9 月 20 日 

https://hk.appledaily.com/finance/20200920/QHZTWOCWDNDMZKHTDOXJLLRBOM/ 
 

美斥縱容金融犯罪 中擬列不可靠清單 腹背受敵 滙控穿$30       蘋果日報          9 月

22 日 

https://hk.appledaily.com/local/20200922/Y66ILI7VAJBYLB6UNN7GPLG4UM/ 
  
三成 MPF 基金持有 全港打工仔輸錢       蘋果日報          9 月 22 日 

https://hk.appledaily.com/local/20200922/UIIIYTQK4REOFLH4QHWHAB62CY/ 
  
曹偉邦: 疫情壓退休信心 及早規劃儲蓄       信報          9 月 25 日 

https://www2.hkej.com/wm/article/id/2591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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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k.appledaily.com/finance/20200920/QHZTWOCWDNDMZKHTDOXJLLRBOM/
https://hk.appledaily.com/local/20200922/Y66ILI7VAJBYLB6UNN7GPLG4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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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2.hkej.com/wm/article/id/2591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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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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日 
 

 

指數 

20 年 09

月 25 日

收報 

對上週

變動 

(%) 

對上週

變動 

本年

至今 

(%) 

美國         

道瓊斯指數 27,174  -1.7  -483  -4.8  

標普 500 指數 3,298  -0.6  -21  2.1  

納斯達克指數 10,914  1.1  120  21.6  

歐洲         

英國富時 100 5,843  -2.7  -164  -22.5  

德國 DAX 指數 12,469  -4.9  -647  -5.9  

巴黎 CAC 指數 4,730  -5.0  -249  -20.9  

亞洲         

MSCI 亞洲除日本 697  -4.1  -30  1.3  

恒生指數 23,235  -5.0  -1,220  -17.6  

國企指數 9,303  -5.1  -501  -16.7  

上證綜合指數 3,219  -3.6  -119  5.6  

滬深 300 指數 4,570  -3.5  -167  11.6  

日經平均指數 23,205  -0.7  -156  -1.9  

首爾綜合指數 2,279  -5.5  -134  3.7  

新加玻海峽時報 2,472  -1.0  -25  -23.3  

曼谷 SET 指數 1,245  -3.4  -43  -21.2  

雅加達綜合指數 4,946  -2.2  -113  -21.5  

其他新興市場         

MSCI 新興市場 1,059  -4.5  -49  -5.0  

巴西聖保羅指數 96,999  -1.3  -1,290  -16.1  

莫斯科 MICEX 1,165  -5.2  -64  -24.8  

孟買 SENSEX 37,389  -3.8  -1,457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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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19  -2.08  
 
紐約即月石油 40.3  -2.09  標普波幅 26.4  2.13  

英磅/美元 1.2703  -1.91  
 
黃金 1,862.2  -4.94  美匯指數 94.6  1.85  

歐元/瑞郎 0.9294  2.22  
       

美元/日元 105.61  1.18  
 

債券殖利率 3 個月 6 個月 2 年 10 年 30 年 

澳元/美元 0.7017  -4.11  
 
美國國債 0.095  0.107  0.131  0.656  1.402  

美元/人民幣 6.8238  0.81  
 
德國國債 -0.608  -0.611  -0.712  -0.530  -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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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新聞： 

 

美國聯邦法官暫時叫停川普政府針對 TikTok 的禁令 

 

美國聯邦法官暫時叫停美國總統川普針對 TikTok 的禁令，這讓白宮以

國家安全為由與該中國視頻分享應用軟件的交鋒中受挫。美國地區法

官 Carl Nichols 非同尋常地在周日上午舉行聽證會後下達了叫停 TikTok

禁令的臨時禁制令。但這位法官拒絕對 11 月出售 TikTok 美國業務的期

限下達禁制令。TikTok 母公司字節跳動申請了禁制令，因川普下令美

國應用商店下架 TikTok 應用，除非 TikTok 美國業務售予美國買家。針

對 TikTok 的禁令原定於當地時間 9 月 27 日晚 11:59 生效，意味著屆時

將被蘋果和谷歌 Android 應用商店下架，尚未安裝的用戶將無法獲得該

應用程序。那些已經下載的用戶將無法進行確保安全平穩運行所需的

更新。 

 

日本首相菅義偉表示願意與金正恩會面 

 

日本首相菅義偉表示，他願意在沒有先決條件的情況下會見北韓領導

人金正恩，從而在他於聯合國的首次講話中重申了他前任的政策。菅

義偉告訴大會，日本將尋求通過解決核武器和飛彈問題，以及過去綁

架日本公民的問題，使日本與北韓的關係正常化。菅義偉說：「在日

本和北韓之間建立建設性關係不僅符合雙方的利益，而且還將為地區

的和平與穩定作出巨大貢獻。」菅義偉還誓言東京將在明年舉辦夏季

奧運會，以證明人類已經戰勝了新冠疫情。 

 

大宗商品綜述：金銀創 3 月來最大單周跌幅；期銅和油價本周走低 

 

金價和銀價均創下自 3 月份以來最大單周跌幅，當時全球冠狀病毒大

流行使市場感到恐慌；紐約銅期貨本周創下 3 月以來最大周跌幅，因

美元上漲，以及對新冠疫情將打擊銅需求的擔憂升溫；油價本周下

跌，因人們日益擔心另一輪冠狀病毒大流行將觸發更嚴格的防疫封鎖

措施並進一步抑制原油需求。 

 

資料來源: 25/09/2020 – 28/09/2020, 彭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