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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内阁府公布了 8 月份的景气动向指数 (CI) ，中在判定景气现状的一致指数较上月下滑
0.4 点至 99.3，主因海外的经济放缓，使得日本在生产方面的步调变慢，并造成指数的下
滑。日本内阁府对经济基本情况判断下调至「正在恶化」。今年三月是六年多来首次把对
日本经济基本情况的判断下调至「正在恶化」，但五至七月，状况有所改善，上调至「停
止下降」。日本景气最近不佳，主要原因在全球贸易局势紧张下，受海外需求放缓影响，
生产和出口双双不振。领先指标、同时指标双双下跌。

• 英国8月国内生产总值(GDP)按月出乎意料跌0.1%，是4个月以来首次下跌。市场原先估计，
经济继7月增长0.4%，8月会持平。期内，GDP按年升1.1%，升幅比7月放缓0.2个百分点，
但仍高于预期的0.9%。截至8月止的3个月，GDP按季升幅加快至0.3%，是4月以来最快增
速，增速亦比5-7月加快0.2个百分点，反映英国经济在脱欧前有机会摆脱衰退。若果经济
连续两个季度收缩，代表经济步入衰退。英国国家统计局表示，除非9月GDP异常急跌
1.5%，才会出现经济衰退。

•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9月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回升0.5个百分点至53；综合PMI录得
53.1，微升0.1个百分点。9月财新中国通用服务业经营活动指数（服务业PMI）录得51.3，
较7月回落0.8个百分点，为七个月新低。9月财新中国制造业PMI上升1个百分点至51.4的
带动下，9月财新中国综合PMI录得51.9，高于8月0.3个百分点，为5月以来最高。财新中
国服务业PMI和综合PMI走势与统计局PMI并不完全一致。

•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表示，在全球经济面临风险之际，对进一步降息持开放态
度。鲍威尔虽未承诺进一步降息，但指出近期数据修正显示，截至3月的年度就业成长低于
先前预估，让一个繁荣的市场变成了一个温和增长的市场。近期的其他经济数据，包括制
造业可能出现萎缩，都加剧了经济放缓的感觉。这些措施为经济前景提供了支持。但他重
申，随着全球风险的演变，美联储将酌情采取行动，以维持持续了10年的经济扩张。

2019年 6月号

• 中央进行一连串的结构性改革将为中
国经济带来最大的长期经济利益。

• 2018年尾环球朋票市长大幅下跌，中
国经济处于多次试底阶段。2019年我
们对中港股市中长期的表现仍然乐观。

• 随着中美贸易战，中国的经济或会受
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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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管理策略

环球市场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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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组合分析

数据来源 : FE Analytics （注：以组合中基金的十大持股计算）

市场动态

数据来源 : Bloomberg

恒生指数日线走势 (HSI: 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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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点评

数据来源:施羅德投資(2019年8月)

• 基金主要投資於黃金行業的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
• 基金投資股票証券涉及股票投資風險。
• 基金投資於黃金和其他貴金屬，其商品市場的風險通常較其他市場的為高及受（不限
於）消費模式、宏觀經濟因素、氣候狀況、天然災害、貿易、政府的財政、金融和兌
換政策及管制，以及其他未可預見的情況影響，可以負面地影響基金的資產淨值。

• 基金投資於集中地區/行業會承受較投資於採用較多元化的投資組合/策略的基金為高的
風險。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環球黃金 (美元) A 類股份累積單位



BMI Funds Management Ltd

BMINTELLIGENCE 每 月 通 訊

本文件由邦盟汇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香港）拟备并仅旨在于香港派发，同时并未经香港证监会复核。投资涉及风险，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将来表现。本文件仅向指定人士派发，本文件所载全
部或部份资料一概不得转载。本文件所载资料仅供参考之用并随时可能有变动。单位价格可升可跌，视乎相连投资的表现，而投资价格不会获得保证。所有回报计算只作参考之用，一切实际
回报以保险公司所提供之最终户口资料作准。本文件内的资讯并不代表任何关于本公司的产品或服务买卖或销售建议。基金货币可能会与投资选择的货币不同，因此投资选择之表现可能会与
相连基金之表现不同。本公司并不表示资料的准确或完备程度而作出任何保证。

主要市场指数

主要股票市场  |  World Equity Indices
亚洲 | As ia 最新价格 MTD(%) YTD(%)

亚洲 | Asia MSCI亚洲APEX50指数 1162.8 -0.6 5.9

日本 | Japan 日经225指数 21878.9 0.6 9.3

香港 | Hong Kong 香港恒生指数 25954.8 -0.5 0.4

中国 | China 上海深圳沪深300指数 3852.7 1.0 28.0

上海证券交易所综合指数 2932.2 0.9 17.6

台湾 | Taiwan 台湾证交所加权股价指数 10829.7 0.0 11.3

韩国 | Korea 韩国KOSPI200指数 271.3 -0.8 3.6

印度 | India 标普BSE Sensex指数 38822.6 0.4 7.6

新加坡 | Singapore 海峡时报指数 3125.6 0.2 1.9

马来西亚 | Malaysia 富时大马交易所吉隆坡综合指数 1584.1 0.0 -6.3

泰国 | Thailand 泰国证交所指数 1643.8 0.4 5.1

印尼 | Indonesia 雅加达综合指数 6196.9 0.5 0.0

菲律宾 | Philipping 菲律宾综合指数 7819.2 0.5 4.7

越南 | Vietnam 越南证交所指数 997.8 0.1 11.8

澳洲 | Australia 标普/澳证 200指数 6716.1 0.4 18.9

欧洲及美洲 | Europe & Amer icas

美国 | U.S.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26820.3 -0.4 15.0

标准普尔500指数 2961.8 -0.5 18.1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7939.6 -0.7 19.7

墨西哥 | Mexico 墨西哥综合指数 42857.6 -0.4 2.9

巴西 | Brazil* 巴西圣保罗证交所指数 105077.6 0.3 19.6

欧盟 | E.U. 欧元区斯托克50价格指数 3545.9 -0.7 18.1

英国 | U.K. 富时100指数 7426.2 0.2 10.4

法国 | France 法国CAC 40指数 5640.6 -0.7 19.2

德国 | Germany 德国DAX 30指数 12380.9 -0.4 17.3

主要货币兑美元表现  |  Global Currencies (/USD)
货币(兑一美元) |  Cur renc ies (per  USD) 最新价格 MTD(%) YTD(%)

亚洲 | Asia 中国人民币 (CNY) 7.1 -0.36 3.55

日元 (JPY) 107.9 -0.15 -1.61

美洲 | Americas 加拿大元 (CAD) 1.3 0.05 -2.86

欧洲 | Europe 欧元 (EUR) 0.9 -0.39 4.79

英磅 (GBP) 0.8 0.01 3.79

澳大拉西亚 | Australasia 澳元 (AUD) 1.5 -0.18 4.19

主要商品期货市场表现  |  Global Commodities
商品期货(美元) |  Commodity  Futures (USD) 最新价格 MTD(%) YTD(%)

能源 | Energy WTI 原油 (纽交所) 55.9 3.40 15.95

布兰特原油 (伦敦洲际交易所) 61.0 3.02 10.70

天然气 (纽交所) 2.4 3.18 -14.11

金属 | Metals 现货白金 931.0 5.43 17.02

现货黄金 1497.0 1.67 16.73

现货白银 17.5 3.21 13.20

数据来源: Bloomberg 数据日期: 27/9/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