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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CTT 每每週週 MMPPFF 新新聞聞 

2015 年 7 月  

2020 年 10 月 19 日 

 

 

 

 

 

 

 

 

 

 

 

 

 

 

 

主要新聞： 

 

梁健雄: MPF 非全數按成員要求投資                      信報       10 月 10 日   

https://www2.hkej.com/wm/article/id/2603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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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2.hkej.com/wm/article/id/2603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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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CCTT 每每週週市市場場焦焦點點 

2015 年 7 月  

2020 年 10 月 19 日 
 

 

指數 

20 年 10

月 16 日

收報 

對上週

變動 

(%) 

對上週

變動 

本年

至今 

(%) 

美國         

道瓊斯指數 28,606  0.1  19  0.2  

標普 500 指數 3,484  0.2  7  7.8  

納斯達克指數 11,672  0.8  92  30.1  

歐洲         

英國富時 100 5,920  -1.6  -97  -21.5  

德國 DAX 指數 12,909  -1.1  -142  -2.6  

巴黎 CAC 指數 4,936  -0.2  -11  -17.4  

亞洲         

MSCI 亞洲除日本 742  0.3  2  7.8  

恒生指數 24,387  1.1  268  -13.5  

國企指數 9,915  3.1  297  -11.2  

上證綜合指數 3,336  2.0  64  9.4  

滬深 300 指數 4,792  2.4  111  17.0  

日經平均指數 23,411  -0.9  -209  -1.0  

首爾綜合指數 2,342  -2.1  -50  6.5  

新加玻海峽時報 2,533  0.0  0  -21.4  

曼谷 SET 指數 1,234  -2.6  -33  -21.9  

雅加達綜合指數 5,103  1.0  50  -19.0  

其他新興市場         

MSCI 新興市場 1,124  0.1  2  0.8  

巴西聖保羅指數 98,309  0.8  826  -15.0  

莫斯科 MICEX 1,133  -2.7  -32  -26.9  

孟買 SENSEX 39,983  -1.3  -527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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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19  -0.88  
 
紐約即月石油 40.9  0.69  標普波幅 27.4  9.64  

英磅/美元 1.2924  -0.74  
 
黃金 1,903.0  -1.07  美匯指數 93.7  0.67  

歐元/瑞郎 0.9154  0.60  
       

美元/日元 105.40  -0.28  
 

債券殖利率 3 個月 6 個月 2 年 10 年 30 年 

澳元/美元 0.7086  -2.03  
 
美國國債 0.094  0.114  0.144  0.746  1.530  

美元/人民幣 6.6976  0.04  
 
德國國債 -0.700  -0.716  -0.779  -0.622  -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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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輝瑞致力於在 11 月下旬申請其新冠疫苗的緊急使用授權 

 

輝瑞表示，如果其新冠疫苗在大型後期試驗中證明是有效的，公司可

能會在 11 月下旬在美國尋求該疫苗的緊急使用授權，從而撲滅了任何

在美國大選日之前獲取疫苗緊急授權的想法。安全審核將決定時間

表，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要求對至少一半的臨床試驗參與者觀察

兩個月的副作用情況。輝瑞執行長 Albert Bourla 周五在公司網站上發布

的一封公開信中稱，應該能在 11 月的第三周實現這一里程碑。Bourla

寫道：「假設數據是正面的，輝瑞將在該安全里程碑實現後不久在美

國申請緊急授權。」有關疫苗是否有效的初步信息可能會在本月晚些

時候公佈，具體取決於試驗對象（其中一些人被注射了安慰劑）被新

冠病毒感染的速度。 

 

中國通過出口管制法 在與美國較量中保護關鍵技術 

 

中國周六通過了一項新法律，限制敏感產品出口以保護國家安全，幫

助北京在與美國技術緊張加劇的情況下取得對等的地位。根據中國央

視的報導，中國最高立法機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了該

法律，將自今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法律將適用於中國所有公司，包括

外資企業。中美關係的惡化已使得華盛頓對數家中國公司採取行動，

包括華為、字節跳動旗下的 TikTok、騰訊的微信和中芯國際。新法律

為北京提供了一個可以更好反擊的框架。 

 

金價本月首次單周下跌；銅價當周微跌；油價一周小漲 

 

由於投資者猜測美國推出新刺激措施的前景和歐洲新冠病例激增的狀

況，金價邁向本月以來首次單周下跌；銅價出現本月來首周下跌，因

冠狀病毒病例激增以及美國財政刺激談判陷入僵局，蓋過了智利礦山

供應中斷前景的影響；原油價格一周小幅上漲，因為雖然新一波冠狀

病毒疫情給市場蒙上陰影，但有一些暫時性的跡象表明需求仍在回

升。 

資料來源: 16/10/2020 – 19/10/2020, 彭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