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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CTT 每每週週 MMPPFF 新新聞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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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新聞： 

 

財庫局擬推動多項法案 就證券市場無紙化立法、建立積金易平台             經濟日

報       10 月 18 日 

https://inews.hket.com/article/2779989/%E8%B2%A1%E5%BA%AB%E5%B1%80%E6%93%AC%
E6%8E%A8%E5%8B%95%E5%A4%9A%E9%A0%85%E6%B3%95%E6%A1%88%20%E5%B0%
B1%E8%AD%89%E5%88%B8%E5%B8%82%E5%A0%B4%E7%84%A1%E7%B4%99%E5%8C%
96%E7%AB%8B%E6%B3%95%E3%80%81%E5%BB%BA%E7%AB%8B%E7%A9%8D%E9%87
%91%E6%98%93%E5%B9%B3%E5%8F%B0?mtc=2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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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ews.hket.com/article/2779989/%E8%B2%A1%E5%BA%AB%E5%B1%80%E6%93%AC%E6%8E%A8%E5%8B%95%E5%A4%9A%E9%A0%85%E6%B3%95%E6%A1%88%20%E5%B0%B1%E8%AD%89%E5%88%B8%E5%B8%82%E5%A0%B4%E7%84%A1%E7%B4%99%E5%8C%96%E7%AB%8B%E6%B3%95%E3%80%81%E5%BB%BA%E7%AB%8B%E7%A9%8D%E9%87%91%E6%98%93%E5%B9%B3%E5%8F%B0?mtc=20023
https://inews.hket.com/article/2779989/%E8%B2%A1%E5%BA%AB%E5%B1%80%E6%93%AC%E6%8E%A8%E5%8B%95%E5%A4%9A%E9%A0%85%E6%B3%95%E6%A1%88%20%E5%B0%B1%E8%AD%89%E5%88%B8%E5%B8%82%E5%A0%B4%E7%84%A1%E7%B4%99%E5%8C%96%E7%AB%8B%E6%B3%95%E3%80%81%E5%BB%BA%E7%AB%8B%E7%A9%8D%E9%87%91%E6%98%93%E5%B9%B3%E5%8F%B0?mtc=20023
https://inews.hket.com/article/2779989/%E8%B2%A1%E5%BA%AB%E5%B1%80%E6%93%AC%E6%8E%A8%E5%8B%95%E5%A4%9A%E9%A0%85%E6%B3%95%E6%A1%88%20%E5%B0%B1%E8%AD%89%E5%88%B8%E5%B8%82%E5%A0%B4%E7%84%A1%E7%B4%99%E5%8C%96%E7%AB%8B%E6%B3%95%E3%80%81%E5%BB%BA%E7%AB%8B%E7%A9%8D%E9%87%91%E6%98%93%E5%B9%B3%E5%8F%B0?mtc=20023
https://inews.hket.com/article/2779989/%E8%B2%A1%E5%BA%AB%E5%B1%80%E6%93%AC%E6%8E%A8%E5%8B%95%E5%A4%9A%E9%A0%85%E6%B3%95%E6%A1%88%20%E5%B0%B1%E8%AD%89%E5%88%B8%E5%B8%82%E5%A0%B4%E7%84%A1%E7%B4%99%E5%8C%96%E7%AB%8B%E6%B3%95%E3%80%81%E5%BB%BA%E7%AB%8B%E7%A9%8D%E9%87%91%E6%98%93%E5%B9%B3%E5%8F%B0?mtc=20023
https://inews.hket.com/article/2779989/%E8%B2%A1%E5%BA%AB%E5%B1%80%E6%93%AC%E6%8E%A8%E5%8B%95%E5%A4%9A%E9%A0%85%E6%B3%95%E6%A1%88%20%E5%B0%B1%E8%AD%89%E5%88%B8%E5%B8%82%E5%A0%B4%E7%84%A1%E7%B4%99%E5%8C%96%E7%AB%8B%E6%B3%95%E3%80%81%E5%BB%BA%E7%AB%8B%E7%A9%8D%E9%87%91%E6%98%93%E5%B9%B3%E5%8F%B0?mtc=2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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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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日 
 

 

指數 

20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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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85  -1.8  -510  -3.0  

標普 500 指數 3,401  -0.8  -26  5.3  

納斯達克指數 11,359  -1.0  -120  26.6  

歐洲         

英國富時 100 5,792  -1.6  -93  -23.2  

德國 DAX 指數 12,177  -5.3  -677  -8.1  

巴黎 CAC 指數 4,816  -2.6  -127  -19.4  

亞洲         

MSCI 亞洲除日本 746  0.2  2  8.3  

恒生指數 24,919  1.5  377  -11.6  

國企指數 10,126  1.5  147  -9.3  

上證綜合指數 3,251  -1.9  -62  6.6  

滬深 300 指數 4,691  -1.4  -64  14.5  

日經平均指數 23,494  -0.7  -177  -0.7  

首爾綜合指數 2,344  -0.1  -3  6.7  

新加玻海峽時報 2,523  -0.8  -20  -21.7  

曼谷 SET 指數 1,208  -0.1  -1  -23.5  

雅加達綜合指數 5,144  0.3  18  -18.3  

其他新興市場         

MSCI 新興市場 1,131  0.3  3  1.4  

巴西聖保羅指數 101,017  2.4  2,359  -12.6  

莫斯科 MICEX 1,152  1.5  17  -25.6  

孟買 SENSEX 40,146  -0.7  -286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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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23  0.48  
 
紐約即月石油 38.6  -5.56  標普波幅 32.5  11.24  

英磅/美元 1.3064  0.53  
 
黃金 1,904.8  -0.47  美匯指數 93.0  -0.41  

歐元/瑞郎 0.9064  -0.52  
       

美元/日元 104.87  -0.47  
 

債券殖利率 3 個月 6 個月 2 年 10 年 30 年 

澳元/美元 0.7141  0.48  
 
美國國債 0.084  0.110  0.150  0.803  1.593  

美元/人民幣 6.7120  0.44  
 
德國國債 -0.740  -0.743  -0.762  -0.581  -0.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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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洛西與姆努欽的談判再度無果 大選前通過刺激法案希望渺茫 

 

美國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和財政部長史蒂文·姆努欽周一仍然未能彌

合關於新刺激方案的分歧。這是兩人自上周三以來的首次通話，佩洛

西的發言人 Drew Hammill 表示，佩洛西和姆努欽無法就有關全國性病

毒檢測和追蹤項目的文本措辭達成共識。Hammill 周一在推特上說：

「我們繼續熱切等待政府接受我們在病毒檢測策略等防疫項目上的措

辭。」他說，佩洛西和姆努欽通話時間為 52 分鐘。Hammill 表示，佩

洛西對在選舉日之前達成協議仍然保持「樂觀」態度。目前距離選舉

日只有八天時間，參議院定於周一晚些時候休會，議員們將離開華盛

頓。協議遲遲無法達成基本意味著已經沒有希望在 11 月 3 日大選前完

成法案的撰寫、表決並交由川普簽署。 

 

螞蟻集團 IPO 擬募集約 345 億美元 將成為有史以來最大規模 IPO 

 

馬雲麾下的螞蟻集團將通過上海和香港兩地的首次公開募股籌資約 345

億美元。螞蟻集團炙手可熱的 IPO 將成為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 IPO，而

該公司將成為全球最有價值的金融公司之一。基於周一的公告，在行

使超額配售選擇權之前，這家金融科技巨頭的市值就將達到 3150 億美

元。該估值與摩根大通相當，是高盛市值的四倍。螞蟻集團的 IPO 在

吸引一些全球最大的資產管理公司的興趣，激發中國散戶投資者狂熱

尋求要從中分一杯羹。據螞蟻集團 A 股發行公告，在其上海 IPO 的初

步詢價中，機構投資者認購了逾 760 億股股票，是網下配售部分的 284

倍以上。 

 

油價跌至三周低點；銅價創出三周最大跌幅；金價持平 

 

由於擔心新冠疫情加重以及美國難以達成經濟刺激協議將抑制需求復

甦，油價周一跌至三周低點；同時近期達成經濟刺激協議的前景黯淡

提振了美元，並且感染病例激增，銅價連續第三天下跌，創下三周多

以來最大跌幅，黃金價格幾乎沒有變化。 

資料來源: 23/10/2020 – 27/10/2020, 彭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