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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CTT 每每週週 MMPPFF 新新聞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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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新聞： 

 

林冠良: 前景向好 淺談 MPF 投資部署           信報             2 月 20 日 

https://www2.hkej.com/wm/article/id/2715963 
 

積金易或於上半年加快構建                       頭條日報              2 月 22 日 

https://hdfin.stheadline.com/inews-daily-news-

content/161953/%E8%B2%A1%E7%B6%93%E6%96%B0%E8%81%9E-

%E6%97%A5%E5%A0%B1%E8%B2%A1%E7%B6%93%E6%96%B0%E8%81%9E-

%E7%A9%8D%E9%87%91%E6%98%93%E6%88%96%E6%96%BC%E4%B8%8A%E5%8D%8A%E5%

B9%B4%E5%8A%A0%E5%BF%AB%E6%A7%8B%E5%BB%BA 

 

黃友嘉卸任在即：市民對 MPF 漸有信心                  明報             2 月 23 日 

https://news.mingpao.com/pns/%e7%b6%93%e6%bf%9f/article/20210223/s00004/1614017435796
/%e9%bb%83%e5%8f%8b%e5%98%89%e5%8d%b8%e4%bb%bb%e5%9c%a8%e5%8d%b3-
%e5%b8%82%e6%b0%91%e5%b0%8dmpf%e6%bc%b8%e6%9c%89%e4%bf%a1%e5%bf%83 
 

【MPF】強積金人均帳戶結餘逾 27 萬元創新高 中港股票基金表現最佳                       經濟日

報            2 月 25 日 

https://inews.hket.com/article/2885403 
 

曹偉邦: 牛年伊始 談強積金投資宜與忌        信報            2 月 26 日 
https://www2.hkej.com/wm/article/id/272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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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2.hkej.com/wm/article/id/2715963
https://www1.hkej.com//dailynews/headline/article/2712805/%E7%A9%8D%E9%87%91%E5%B1%80%E4%BF%83%E5%8F%97%E8%A8%97%E4%BA%BA%E8%A9%95%E4%BC%B0%E6%9B%BF%E4%BB%A3%E7%9B%88%E5%AF%8C
https://www1.hkej.com//dailynews/headline/article/2712805/%E7%A9%8D%E9%87%91%E5%B1%80%E4%BF%83%E5%8F%97%E8%A8%97%E4%BA%BA%E8%A9%95%E4%BC%B0%E6%9B%BF%E4%BB%A3%E7%9B%88%E5%AF%8C
https://www1.hkej.com//dailynews/headline/article/2712805/%E7%A9%8D%E9%87%91%E5%B1%80%E4%BF%83%E5%8F%97%E8%A8%97%E4%BA%BA%E8%A9%95%E4%BC%B0%E6%9B%BF%E4%BB%A3%E7%9B%88%E5%AF%8C
https://www1.hkej.com//dailynews/headline/article/2712805/%E7%A9%8D%E9%87%91%E5%B1%80%E4%BF%83%E5%8F%97%E8%A8%97%E4%BA%BA%E8%A9%95%E4%BC%B0%E6%9B%BF%E4%BB%A3%E7%9B%88%E5%AF%8C
https://www1.hkej.com//dailynews/headline/article/2712805/%E7%A9%8D%E9%87%91%E5%B1%80%E4%BF%83%E5%8F%97%E8%A8%97%E4%BA%BA%E8%A9%95%E4%BC%B0%E6%9B%BF%E4%BB%A3%E7%9B%88%E5%AF%8C
https://news.mingpao.com/pns/%e7%b6%93%e6%bf%9f/article/20210223/s00004/1614017435796/%e9%bb%83%e5%8f%8b%e5%98%89%e5%8d%b8%e4%bb%bb%e5%9c%a8%e5%8d%b3-%e5%b8%82%e6%b0%91%e5%b0%8dmpf%e6%bc%b8%e6%9c%89%e4%bf%a1%e5%bf%83
https://news.mingpao.com/pns/%e7%b6%93%e6%bf%9f/article/20210223/s00004/1614017435796/%e9%bb%83%e5%8f%8b%e5%98%89%e5%8d%b8%e4%bb%bb%e5%9c%a8%e5%8d%b3-%e5%b8%82%e6%b0%91%e5%b0%8dmpf%e6%bc%b8%e6%9c%89%e4%bf%a1%e5%bf%83
https://news.mingpao.com/pns/%e7%b6%93%e6%bf%9f/article/20210223/s00004/1614017435796/%e9%bb%83%e5%8f%8b%e5%98%89%e5%8d%b8%e4%bb%bb%e5%9c%a8%e5%8d%b3-%e5%b8%82%e6%b0%91%e5%b0%8dmpf%e6%bc%b8%e6%9c%89%e4%bf%a1%e5%bf%83
https://inews.hket.com/article/2885403
https://www2.hkej.com/wm/article/id/272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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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CCTT 每每週週市市場場焦焦點點 

2015 年 7 月  

2021 年 3 月 1 日 
 

 

指數 

21 年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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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32  -1.8  -562  1.1  

標普 500 指數 3,811  -2.4  -96  1.5  

納斯達克指數 13,192  -4.9  -682  2.4  

歐洲         

英國富時 100 6,483  -2.1  -141  0.4  

德國 DAX 指數 13,786  -1.5  -207  0.5  

巴黎 CAC 指數 5,703  -1.2  -70  2.7  

亞洲         

MSCI 亞洲除日本 887  -6.2  -58  5.3  

恒生指數 28,980  -5.4  -1,665  6.4  

國企指數 11,247  -7.1  -860  4.7  

上證綜合指數 3,509  -5.1  -187  1.0  

滬深 300 指數 5,337  -7.6  -442  2.4  

日經平均指數 28,966  -3.5  -1,052  5.5  

首爾綜合指數 3,013  -3.0  -95  4.9  

新加玻海峽時報 2,949  2.4  68  3.7  

曼谷 SET 指數 1,497  -0.2  -4  3.3  

雅加達綜合指數 6,242  0.2  10  4.4  

其他新興市場         

MSCI 新興市場 1,339  -6.3  -91  3.7  

巴西聖保羅指數 110,035  -7.1  -8,395  -7.5  

莫斯科 MICEX 1,412  -4.1  -60  1.8  

孟買 SENSEX 49,100  -3.5  -1,790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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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80  -0.39  
 
紐約即月石油 61.5  3.81  標普波幅 28.0  26.76  

英磅/美元 1.3945  -0.56  
 
黃金 1,726.5  -3.18  美匯指數 90.9  0.57  

歐元/瑞郎 0.9099  1.54  
       

美元/日元 106.65  1.16  
 

債券殖利率 3 個月 6 個月 2 年 10 年 30 年 

澳元/美元 0.7722  -1.92  
 
美國國債 0.038  0.048  0.130  1.407  2.154  

美元/人民幣 6.4734  0.24  
 
德國國債 -0.623  -0.623  -0.668  -0.262  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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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新聞： 

 

美眾議院通過拜登 1.9 萬億美元的紓困計畫 焦點轉向參議院 

 

美國總統拜登 1.9 萬億美元的大流行病紓困計畫獲眾議院通過。該計畫

涵蓋 1,400 美元的經濟刺激支票、增強的失業救濟以及用於疫苗和檢測

的新資金。而該計畫中有關最低工資的措施沒有希望獲得參議院通

過。眾議院以 219 票對 212 票通過了該紓困計畫，沒有任何共和黨議

員投票支持，而緬因州的 Jared Golden 和俄勒岡州的 Kurt Schrader 等兩

名民主黨人也投了反對票。這與去年頒布的前一個疫情紓困法案形成

了鮮明對比，當時 Covid-19 導致死亡人數激增，紓困法案得到了兩黨

大力支持。拜登的紓困計畫在參議院面臨重大挑戰，此前一位無黨派

官員周四表示，該計畫中逐步提高最低工資至每小時 15 美元的規定令

其無法繼續推進。 

 

中國製造業前景下滑 春節假期導致生產中斷 

 

中國 2 月份製造業活動進一步下滑，春節假期導致生產中斷，而遏制

疫情的旅行限制措施致使服務業消費減少。國家統計局周日公佈的數

據顯示，官方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從 1 月份的 51.3 降至 50.6 的 9

個月低點，低於彭博調查經濟學家所得 51 的預估中值。反映建築和服

務業活動的非製造業 PMI 下降至 51.4，低於 52 的預估中值。讀數高於

50 表示擴張。 

 

大宗商品綜述：銅價創 10 月來最大跌幅；金價跌勢加深；油價走低 

 

銅價下挫，因受困於半加工材料短缺的中國銅冶煉廠料將看到來自南

美的供應大量湧入，表明此前刺激銅價大漲的供應緊張有望緩解；原

油價格錄得去年 11 月以來最大跌幅，美元走強以及對通貨膨脹的擔憂

給油價有記錄以來的最佳年度開局帶來壓力；金價隨交易員減持而進

一步下跌，本月勢將創出 2016 年底以來最大單月跌幅。 

 

資料來源: 26/2/2021 –1/3/2021, 彭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