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供內部參閱，非作對外發佈)                                                                                                                                                 Page 1 

BBCCTT 每每週週 MMPPFF 新新聞聞 

2015 年 7 月  

2021 年 5 月 17 日 

 

 

 

 

 

 

 

 

 

 

 

 

 

 

 

主要新聞： 

 
 

 

【MPF】回報追不上通脹？強積金保守基金 Fact Check             香港經濟日報         5 月 14 日 

https://wealth.hket.com/article/2954151/%E3%80%90MPF%E3%80%91%E5%9B%9E%E5%A0%B1%E8%BF%BD

%E4%B8%8D%E4%B8%8A%E9%80%9A%E8%84%B9%EF%BC%9F%E5%BC%B7%E7%A9%8D%E9%87%91%E

4%BF%9D%E5%AE%88%E5%9F%BA%E9%87%91Fact%20Check?mtc=b0052 

 

HK's elderly deserve retirement security             中國日報         5 月 13 日 

https://www.chinadailyhk.com/article/167308#HK's-elderly-deserve-retirement-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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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lth.hket.com/article/2954151/%E3%80%90MPF%E3%80%91%E5%9B%9E%E5%A0%B1%E8%BF%BD%E4%B8%8D%E4%B8%8A%E9%80%9A%E8%84%B9%EF%BC%9F%E5%BC%B7%E7%A9%8D%E9%87%91%E4%BF%9D%E5%AE%88%E5%9F%BA%E9%87%91Fact%20Check?mtc=b0052
https://wealth.hket.com/article/2954151/%E3%80%90MPF%E3%80%91%E5%9B%9E%E5%A0%B1%E8%BF%BD%E4%B8%8D%E4%B8%8A%E9%80%9A%E8%84%B9%EF%BC%9F%E5%BC%B7%E7%A9%8D%E9%87%91%E4%BF%9D%E5%AE%88%E5%9F%BA%E9%87%91Fact%20Check?mtc=b0052
https://wealth.hket.com/article/2954151/%E3%80%90MPF%E3%80%91%E5%9B%9E%E5%A0%B1%E8%BF%BD%E4%B8%8D%E4%B8%8A%E9%80%9A%E8%84%B9%EF%BC%9F%E5%BC%B7%E7%A9%8D%E9%87%91%E4%BF%9D%E5%AE%88%E5%9F%BA%E9%87%91Fact%20Check?mtc=b0052
https://www.chinadailyhk.com/article/167308#HK's-elderly-deserve-retirement-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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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CCTT 每每週週市市場場焦焦點點 

2015 年 7 月  

2021 年 5 月 17 日 
 

 

指數 

21 年 05

月 14 日

收報 

對上週

變動 

(%) 

對上週

變動 

本年

至今 

(%) 

美國         

道瓊斯指數 34,382  -1.1  -396  12.3  

標普 500 指數 4,174  -1.4  -59  11.1  

納斯達克指數 13,430  -2.3  -322  4.2  

歐洲         

英國富時 100 7,044  -1.2  -86  9.0  

德國 DAX 指數 15,417  0.1  17  12.4  

巴黎 CAC 指數 6,385  -0.0  -0  15.0  

亞洲         

MSCI 亞洲除日本 847  -3.5  -30  0.5  

恒生指數 28,028  -2.0  -583  2.9  

國企指數 10,405  -2.7  -294  -3.1  

上證綜合指數 3,490  2.1  72  0.5  

滬深 300 指數 5,111  2.3  115  -1.9  

日經平均指數 28,084  -4.3  -1,273  2.3  

首爾綜合指數 3,153  -1.4  -44  9.7  

新加玻海峽時報 3,055  -4.5  -145  7.4  

曼谷 SET 指數 1,549  -2.2  -36  6.9  

雅加達綜合指數 5,938  0.2  10  -0.7  

其他新興市場         

MSCI 新興市場 1,308  -3.0  -41  1.3  

巴西聖保羅指數 121,881  -0.1  -157  2.4  

莫斯科 MICEX 1,549  -1.8  -29  11.6  

孟買 SENSEX 48,733  -1.0  -47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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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41  -0.21  
 
紐約即月石油 65.4  0.72  標普波幅 18.8  12.70  

英磅/美元 1.4097  0.81  
 
黃金 1,843.4  0.67  美匯指數 90.3  0.10  

歐元/瑞郎 0.9014  0.07  
       

美元/日元 109.35  0.69  
 

債券殖利率 3 個月 6 個月 2 年 10 年 30 年 

澳元/美元 0.7771  -0.93  
 
美國國債 0.005  0.028  0.148  1.630  2.342  

美元/人民幣 6.4371  0.06  
 
德國國債 -0.639  -0.649  -0.662  -0.131  0.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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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登向內塔尼亞胡表達了對巴以衝突升級的「嚴重關切」 

 

以色列空襲加沙地區媒體辦公樓後，美國總統拜登加大努力平息巴以

緊張局勢，敦促對包括兒童在內的平民加以保護。白宮發布公告稱，

拜登向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表達了對當前正在發生的暴力的「嚴重

關切。」不過他同時也重申，以色列有權捍衛自身免遭「加沙地區哈

馬斯和其他恐怖組織的襲擊。」白宮表示，拜登進行了就任總統以來

首次與巴勒斯坦權力機構主席阿巴斯的通話，通話中他突出強調了他

對通過談判解決巴以衝突的承諾，同時強調哈馬斯有必要停止向以色

列發射火箭彈。之前以色列於周六空襲並摧毀了加沙城一座美聯社等

多家媒體所在的 12 層辦公樓及周邊的住宅公寓。 

 

中國開展試點 鼓勵保險公司開發更多專屬商業養老保險產品 

 

中國尋求豐富多層次、多支柱養老保險體系，希望保險公司為國內老

齡人口開發出期限更長的專屬商業養老保險產品。中國銀保監會周六

發布開展專屬商業養老保險試點的通知，將從 6 月起在浙江省和重慶

市開展專屬商業養老保險試點。試點期限暫定一年，參與試點的保險

公司包括中國人民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和另外四家國內保險公司。通知中說，試點保險公司應創新開發投

保簡便、交費靈活、收益穩健的專屬商業養老保險產品，消費者達到

60 周歲及以上方可領取養老金，且領取期限不短於 10 年。 

 

油價創一個月最大漲幅；中國為大宗商品降溫打壓銅價 

 

受股市反彈和美元走軟提振，紐約油價周五創一個月最大漲幅，WTI

原油連續三周上漲。金價走高，得益於美元和美債殖利率下滑。中國

為大宗商品降溫的舉動打擊了工業原物料，倫敦期銅周五下跌 1%。中

國唐山政府表示，將嚴厲查處鋼鐵生產企業相互串通、操縱市場價

格，囤積居奇居、哄抬價格等違法行為；情節嚴重的，將責令停業整

頓，或者吊銷營業執照。 

資料來源: 14/05/2021 –17/05/2021, 彭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