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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新聞： 

 

 陳宇昕: 退休金細水長流要靠持續投資      信報            4 月 28 日 

https://www2.hkej.com/wm/article/id/2780946 
 
【疫下理財】提早儲蓄意識增強 近半港人因疫情增加每月儲蓄金額      iMoney            4 月 30 日 

https://inews.hket.com/article/2944891/%E3%80%90%E7%96%AB%E4%B8%8B%E7%90%86%E
8%B2%A1%E3%80%91%E6%8F%90%E6%97%A9%E5%84%B2%E8%93%84%E6%84%8F%E8
%AD%98%E5%A2%9E%E5%BC%B7%20%E8%BF%91%E5%8D%8A%E6%B8%AF%E4%BA%B
A%E5%9B%A0%E7%96%AB%E6%83%85%E5%A2%9E%E5%8A%A0%E6%AF%8F%E6%9C%
88%E5%84%B2%E8%93%84%E9%87%91%E9%A1%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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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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2.hkej.com/wm/article/id/2780946
https://inews.hket.com/article/2944891/%E3%80%90%E7%96%AB%E4%B8%8B%E7%90%86%E8%B2%A1%E3%80%91%E6%8F%90%E6%97%A9%E5%84%B2%E8%93%84%E6%84%8F%E8%AD%98%E5%A2%9E%E5%BC%B7%20%E8%BF%91%E5%8D%8A%E6%B8%AF%E4%BA%BA%E5%9B%A0%E7%96%AB%E6%83%85%E5%A2%9E%E5%8A%A0%E6%AF%8F%E6%9C%88%E5%84%B2%E8%93%84%E9%87%91%E9%A1%8D
https://inews.hket.com/article/2944891/%E3%80%90%E7%96%AB%E4%B8%8B%E7%90%86%E8%B2%A1%E3%80%91%E6%8F%90%E6%97%A9%E5%84%B2%E8%93%84%E6%84%8F%E8%AD%98%E5%A2%9E%E5%BC%B7%20%E8%BF%91%E5%8D%8A%E6%B8%AF%E4%BA%BA%E5%9B%A0%E7%96%AB%E6%83%85%E5%A2%9E%E5%8A%A0%E6%AF%8F%E6%9C%88%E5%84%B2%E8%93%84%E9%87%91%E9%A1%8D
https://inews.hket.com/article/2944891/%E3%80%90%E7%96%AB%E4%B8%8B%E7%90%86%E8%B2%A1%E3%80%91%E6%8F%90%E6%97%A9%E5%84%B2%E8%93%84%E6%84%8F%E8%AD%98%E5%A2%9E%E5%BC%B7%20%E8%BF%91%E5%8D%8A%E6%B8%AF%E4%BA%BA%E5%9B%A0%E7%96%AB%E6%83%85%E5%A2%9E%E5%8A%A0%E6%AF%8F%E6%9C%88%E5%84%B2%E8%93%84%E9%87%91%E9%A1%8D
https://inews.hket.com/article/2944891/%E3%80%90%E7%96%AB%E4%B8%8B%E7%90%86%E8%B2%A1%E3%80%91%E6%8F%90%E6%97%A9%E5%84%B2%E8%93%84%E6%84%8F%E8%AD%98%E5%A2%9E%E5%BC%B7%20%E8%BF%91%E5%8D%8A%E6%B8%AF%E4%BA%BA%E5%9B%A0%E7%96%AB%E6%83%85%E5%A2%9E%E5%8A%A0%E6%AF%8F%E6%9C%88%E5%84%B2%E8%93%84%E9%87%91%E9%A1%8D
https://inews.hket.com/article/2944891/%E3%80%90%E7%96%AB%E4%B8%8B%E7%90%86%E8%B2%A1%E3%80%91%E6%8F%90%E6%97%A9%E5%84%B2%E8%93%84%E6%84%8F%E8%AD%98%E5%A2%9E%E5%BC%B7%20%E8%BF%91%E5%8D%8A%E6%B8%AF%E4%BA%BA%E5%9B%A0%E7%96%AB%E6%83%85%E5%A2%9E%E5%8A%A0%E6%AF%8F%E6%9C%88%E5%84%B2%E8%93%84%E9%87%91%E9%A1%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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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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日 
 

 

指數 

21 年 04

月 30 日

收報 

對上週

變動 

(%) 

對上週

變動 

本年

至今 

(%) 

美國         

道瓊斯指數 33,875  -0.5  -169  10.7  

標普 500 指數 4,181  0.0  1  11.3  

納斯達克指數 13,963  -0.4  -54  8.3  

歐洲         

英國富時 100 6,970  0.5  31  7.9  

德國 DAX 指數 15,136  -0.9  -144  10.3  

巴黎 CAC 指數 6,269  0.2  12  12.9  

亞洲         

MSCI 亞洲除日本 884  -0.3  -2  4.9  

恒生指數 28,725  -1.2  -354  5.5  

國企指數 10,825  -2.2  -243  0.8  

上證綜合指數 3,447  -0.8  -27  -0.8  

滬深 300 指數 5,123  -0.2  -12  -1.7  

日經平均指數 28,813  -0.7  -208  5.0  

首爾綜合指數 3,148  -1.2  -38  9.5  

新加玻海峽時報 3,218  0.8  24  13.2  

曼谷 SET 指數 1,583  1.9  30  9.2  

雅加達綜合指數 5,996  -0.4  -21  0.3  

其他新興市場         

MSCI 新興市場 1,348  -0.4  -5  4.4  

巴西聖保羅指數 118,894  -1.4  -1,636  -0.1  

莫斯科 MICEX 1,485  -1.8  -27  7.0  

孟買 SENSEX 48,782  1.9  90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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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0  -0.64  
 
紐約即月石油 63.6  2.32  標普波幅 18.6  7.39  

英磅/美元 1.3822  -0.39  
 
黃金 1,769.1  -0.45  美匯指數 91.3  0.46  

歐元/瑞郎 0.9131  -0.10  
       

美元/日元 109.31  1.33  
 

債券殖利率 3 個月 6 個月 2 年 10 年 30 年 

澳元/美元 0.7716  -0.30  
 
美國國債 0.009  0.024  0.161  1.628  2.300  

美元/人民幣 6.4749  -0.33  
 
德國國債 -0.642  -0.642  -0.690  -0.203  0.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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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特爾執行長警告晶片短缺問題還將持續多年 

 

英特爾執行長 Pat Gelsinger 警告，已經在多個行業形成廣泛衝擊的全球

半導體短缺問題可能會持續多年。Gelsinger 在接受 CBS News 採訪時表

示，英特爾正在對其部分工廠進行改造，以提高產量，應對汽車行業

的晶片短缺問題。他補充說，可能至少需要幾個月的時間，供應緊張

才會開始出現緩解。Gelsinger 表示，要想滿足方方面面激增的需求，

可能還需要幾年時間。新冠疫情期間居家辦公和學習盛行，提振了半

導體需求。但是工廠關閉等因素導致激增的晶片需求難以得到滿足。

多家公司已經表示，預計晶片短缺問題將在今年大部分時間內持續存

在。 

 

全球最久賣空禁令解除在即 南韓散戶投資者準備迎戰空頭 

 

在疫情最糟糕時期推動南韓股市創紀錄上漲的散戶投資者正準備迎接

新的威脅：押注股價下跌的機構參與者回歸。該國實施的舉世最持久

股票賣空禁令將於周一結束，散戶投資者正在設法保護他們的投資組

合。最近幾周，有些人平倉套現，還有一些則在考慮自己也試著賣

空。而一個有影響力的組織——南韓持股者聯盟(Korea Stockholders 

Alliance)，甚至發誓如果股市開始下跌，則要集結一支日內交易隊伍對

抗賣空，就和美國散戶在 GameStop Corp.等股票上跟華爾街對戰差不

多。 

 

大宗商品綜述：市場創 8 個月最大月漲幅；現貨溢價達 2007 年來最高 

 

原油價格本月上漲，因數據面良好且關鍵經濟體的燃料消費有復甦跡

象，抵消了其他地區新冠危機加重的影響。鈀金價格首次突破每盎司

3,000 美元水平，延續創紀錄漲勢，因經濟復甦促進了汽車製造商的需

求，且全球供應短缺局面進一步加劇。銅價下跌，此前向創紀錄高位

邁進的漲勢已開始對中國工業消費者造成壓力。 

 

資料來源: 30/04/2021 –03/05/2021, 彭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