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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CTT 每每週週 MMPPFF 新新聞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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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新聞： 

 

撤 MPF 對冲再推遲 最快明年交立會審           明報            4 月 8 日 

https://news.mingpao.com/pns/%e6%b8%af%e8%81%9e/article/20210408/s00002/161782069693
6/%e6%92%a4mpf%e5%b0%8d%e5%86%b2%e5%86%8d%e6%8e%a8%e9%81%b2-
%e6%9c%80%e5%bf%ab%e6%98%8e%e5%b9%b4%e4%ba%a4%e7%ab%8b%e6%9c%83%e5
%af%a9 

 
 
【MPF】積金評級：料 3 月強積金平均結餘減$4,327 中港股票基金表現最差                經濟日

報            4 月 8 日 

https://wealth.hket.com/article/2925270/%E3%80%90MPF%E3%80%91%E7%A9%8D%E9%87%9
1%E8%A9%95%E7%B4%9A%EF%BC%9A%E6%96%993%E6%9C%88%E5%BC%B7%E7%A9
%8D%E9%87%91%E5%B9%B3%E5%9D%87%E7%B5%90%E9%A4%98%E6%B8%9B-
4%2C327%E3%80%80%E4%B8%AD%E6%B8%AF%E8%82%A1%E7%A5%A8%E5%9F%BA%E
9%87%91%E8%A1%A8%E7%8F%BE%E6%9C%80%E5%B7%AE?mtc=b0052 
 

曹偉邦: 認清投資基本法則       信報            4月 9日 
https://www2.hkej.com/wm/article/id/2763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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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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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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ews.mingpao.com/pns/%e6%b8%af%e8%81%9e/article/20210408/s00002/1617820696936/%e6%92%a4mpf%e5%b0%8d%e5%86%b2%e5%86%8d%e6%8e%a8%e9%81%b2-%e6%9c%80%e5%bf%ab%e6%98%8e%e5%b9%b4%e4%ba%a4%e7%ab%8b%e6%9c%83%e5%af%a9
https://news.mingpao.com/pns/%e6%b8%af%e8%81%9e/article/20210408/s00002/1617820696936/%e6%92%a4mpf%e5%b0%8d%e5%86%b2%e5%86%8d%e6%8e%a8%e9%81%b2-%e6%9c%80%e5%bf%ab%e6%98%8e%e5%b9%b4%e4%ba%a4%e7%ab%8b%e6%9c%83%e5%af%a9
https://news.mingpao.com/pns/%e6%b8%af%e8%81%9e/article/20210408/s00002/1617820696936/%e6%92%a4mpf%e5%b0%8d%e5%86%b2%e5%86%8d%e6%8e%a8%e9%81%b2-%e6%9c%80%e5%bf%ab%e6%98%8e%e5%b9%b4%e4%ba%a4%e7%ab%8b%e6%9c%83%e5%af%a9
https://news.mingpao.com/pns/%e6%b8%af%e8%81%9e/article/20210408/s00002/1617820696936/%e6%92%a4mpf%e5%b0%8d%e5%86%b2%e5%86%8d%e6%8e%a8%e9%81%b2-%e6%9c%80%e5%bf%ab%e6%98%8e%e5%b9%b4%e4%ba%a4%e7%ab%8b%e6%9c%83%e5%af%a9
https://wealth.hket.com/article/2925270/%E3%80%90MPF%E3%80%91%E7%A9%8D%E9%87%91%E8%A9%95%E7%B4%9A%EF%BC%9A%E6%96%993%E6%9C%88%E5%BC%B7%E7%A9%8D%E9%87%91%E5%B9%B3%E5%9D%87%E7%B5%90%E9%A4%98%E6%B8%9B-4%2C327%E3%80%80%E4%B8%AD%E6%B8%AF%E8%82%A1%E7%A5%A8%E5%9F%BA%E9%87%91%E8%A1%A8%E7%8F%BE%E6%9C%80%E5%B7%AE?mtc=b0052
https://wealth.hket.com/article/2925270/%E3%80%90MPF%E3%80%91%E7%A9%8D%E9%87%91%E8%A9%95%E7%B4%9A%EF%BC%9A%E6%96%993%E6%9C%88%E5%BC%B7%E7%A9%8D%E9%87%91%E5%B9%B3%E5%9D%87%E7%B5%90%E9%A4%98%E6%B8%9B-4%2C327%E3%80%80%E4%B8%AD%E6%B8%AF%E8%82%A1%E7%A5%A8%E5%9F%BA%E9%87%91%E8%A1%A8%E7%8F%BE%E6%9C%80%E5%B7%AE?mtc=b0052
https://wealth.hket.com/article/2925270/%E3%80%90MPF%E3%80%91%E7%A9%8D%E9%87%91%E8%A9%95%E7%B4%9A%EF%BC%9A%E6%96%993%E6%9C%88%E5%BC%B7%E7%A9%8D%E9%87%91%E5%B9%B3%E5%9D%87%E7%B5%90%E9%A4%98%E6%B8%9B-4%2C327%E3%80%80%E4%B8%AD%E6%B8%AF%E8%82%A1%E7%A5%A8%E5%9F%BA%E9%87%91%E8%A1%A8%E7%8F%BE%E6%9C%80%E5%B7%AE?mtc=b0052
https://wealth.hket.com/article/2925270/%E3%80%90MPF%E3%80%91%E7%A9%8D%E9%87%91%E8%A9%95%E7%B4%9A%EF%BC%9A%E6%96%993%E6%9C%88%E5%BC%B7%E7%A9%8D%E9%87%91%E5%B9%B3%E5%9D%87%E7%B5%90%E9%A4%98%E6%B8%9B-4%2C327%E3%80%80%E4%B8%AD%E6%B8%AF%E8%82%A1%E7%A5%A8%E5%9F%BA%E9%87%91%E8%A1%A8%E7%8F%BE%E6%9C%80%E5%B7%AE?mtc=b0052
https://wealth.hket.com/article/2925270/%E3%80%90MPF%E3%80%91%E7%A9%8D%E9%87%91%E8%A9%95%E7%B4%9A%EF%BC%9A%E6%96%993%E6%9C%88%E5%BC%B7%E7%A9%8D%E9%87%91%E5%B9%B3%E5%9D%87%E7%B5%90%E9%A4%98%E6%B8%9B-4%2C327%E3%80%80%E4%B8%AD%E6%B8%AF%E8%82%A1%E7%A5%A8%E5%9F%BA%E9%87%91%E8%A1%A8%E7%8F%BE%E6%9C%80%E5%B7%AE?mtc=b0052
https://www2.hkej.com/wm/article/id/2763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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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CCTT 每每週週市市場場焦焦點點 

2015 年 7 月  

2021 年 4 月 12 日 
 

 

指數 

21 年 04

月 09 日

收報 

對上週

變動 

(%) 

對上週

變動 

本年

至今 

(%) 

美國         

道瓊斯指數 33,801  2.0  647  10.4  

標普 500 指數 4,129  2.7  109  9.9  

納斯達克指數 13,900  3.1  420  7.9  

歐洲         

英國富時 100 6,916  2.6  178  7.0  

德國 DAX 指數 15,234  0.8  127  11.0  

巴黎 CAC 指數 6,169  1.1  66  11.1  

亞洲         

MSCI 亞洲除日本 874  -0.6  -5  3.7  

恒生指數 28,699  -0.8  -240  5.4  

國企指數 10,977  -2.1  -240  2.2  

上證綜合指數 3,451  -1.0  -34  -0.6  

滬深 300 指數 5,035  -2.4  -126  -3.4  

日經平均指數 29,768  -0.3  -86  8.5  

首爾綜合指數 3,132  0.6  19  9.0  

新加玻海峽時報 3,185  0.1  3  12.0  

曼谷 SET 指數 1,566  -1.9  -30  8.1  

雅加達綜合指數 6,070  1.0  59  1.5  

其他新興市場         

MSCI 新興市場 1,330  -0.6  -8  3.0  

巴西聖保羅指數 117,670  2.1  2,417  -1.1  

莫斯科 MICEX 1,418  -3.3  -49  2.2  

孟買 SENSEX 49,591  -0.9  -439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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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99  1.19  
 
紐約即月石油 59.3  -3.47  標普波幅 16.7  -3.69  

英磅/美元 1.3707  -0.90  
 
黃金 1,743.9  0.87  美匯指數 92.2  -0.92  

歐元/瑞郎 0.9242  -1.92  
       

美元/日元 109.67  -0.92  
 

債券殖利率 3 個月 6 個月 2 年 10 年 30 年 

澳元/美元 0.7623  0.17  
 
美國國債 0.010  0.033  0.156  1.660  2.331  

美元/人民幣 6.5526  -0.22  
 
德國國債 -0.661  -0.649  -0.707  -0.304  0.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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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儲會主席稱美國經濟成長有望加速 仍面臨新冠疫情風險 

 

聯儲會主席鮑威爾表示，得益於疫苗接種增加以及強大的政策支持，

美國經濟處在未來經濟成長和就業走強的「拐點」，但 Covid-19 仍構

成威脅。鮑威爾周三接受 CBS 的「60 分鐘」節目採訪時說：「我們認

為經濟正處在即將開始更快成長、就業機會加速產生的位置」。CBS

周日播放了該採訪。「前景顯著轉趨光明。這是基本情境。但我願意

再次表示，確實還存在風險。」鮑威爾說：「目前經濟面臨的主要風

險實際上是該疾病將再次傳播。如果大家可以繼續保持社交距離、佩

戴口罩，則是明智的」。 

 

中國監管部門對阿里壟斷行為做出罰款 182 億元人民幣的處罰決定 

 

在對阿里巴巴開展反托辣斯調查，發現其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後，中國

監管部門對該公司開出創紀錄的 28 億美元罰單。2015 年高通公司也曾

因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被罰近 10 億美元，而對阿里巴巴的處罰金額是這

一前紀錄的三倍。中國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周六發布公告稱，決定

對阿里巴巴處以其 2019 年中國境內銷售額 4557.12 億元人民幣 4%的罰

款，計 182.28 億元人民幣。這筆罰款——相當於阿里巴巴 2020 財年淨

利潤的約 12%——有助於消除圍繞該公司命運的一些不確定性。不過

北京仍決意要遏制互聯網和金融科技巨頭，並且據悉正在調查馬雲商

業帝國的其他領域，包括螞蟻集團的消費者貸款業務以及阿里巴巴的

媒體資產。 

 

油價創三周最大跌幅；銅價三天內第二次走低；金價周漲 

 

投資者擔心全球疫情加重會拖累經濟復甦，油價創出了三周以來最差

單周表現；銅價出現三天以來的第二次下跌，因在生產者價格數據引

發通膨擔憂之後美元走強；金價有望三周來首周攀升，受聯儲會鴿派

言論導致債券殖利率本周回落影響。 

 

資料來源: 09/04/2021 –12/04/2021, 彭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