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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aimers: This Market Update is for information purpose only and does not constitute any offer or solicitation or advice to buy or sell  any security. The information and data in this Market Update were obtained 
from sources considered reliable in the open market. Their accuracy or completeness is not guaranteed. Mayfair & Ayers Financial Group Limited, its officers and directors may in the normal course of business have 
positions, which may or may not agree with the information expressed in this Market Update. Any decision to purchase and/or sell as a result of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in this Market Update will be the full responsibility 
of the person authorizing such transaction. 

 

主要市場一覽 (截止上一交易日) 

 

環球指數 收盤價 變化 
年初 

至今 

道瓊工業平均指數 34,347 0.45% -5.48% 

標準普爾 500指數 4,026 -0.03% -15.53% 

納斯達克綜合指數 11,226 -0.52% -28.24% 

日經平均指數 28,283 -0.35% -1.77% 

英國富時 100指數 7,487 0.27% 1.38% 

法國 CAC40指數 6,712 0.08% -6.16% 

德國 DAX指數 14,541 0.01% -8.46% 

 
 

中港指數 收盤價 變化 
年初 

至今 

上證綜合指數 3,102 0.40% -14.78% 

滬深 300指數 3,776 0.50% -23.57% 

創業板指數 2,720 -1.34% -25.87% 

恆生指數 17,574 -0.49% -24.89% 

恆生國企指數 5,971 -0.35% -27.50% 

 
 

主要商品 
收盤價

(美元) 
變化 

年初 

至今 

WTI原油期貨(bbl) 76.28 -2.13% 1.42% 

Brent原油期貨(bbl) 83.63 -2.00% 7.52% 

現貨金(oz) 1,755 -0.02% -4.06% 

CMX 白銀期貨(oz) 21.61 0.39% -8.55% 

CMX銅期貨(lb) 363.05 0.33% -17.31% 

LME鋅 (mt) 2,921 0.34% -18.64% 

LME鋁 (mt) 2,330 -0.35% -16.98% 

 
 

外滙貨幣 收盤價 變化 
年初 

至今 

美元指數 105.96 -0.11% 10.75% 

歐元/美元 1.04 -0.14% -8.58% 

美元/人民幣 7.19 0.34% 13.17% 

美元/日元 139.19 0.47% 20.95% 

英鎊/美元 1.21 -0.17% -10.64% 

美元/加拿大元 1.34 0.32% 5.88% 

澳元/美元 0.68 -0.19% -7.05% 

美元/瑞士法郎 0.95 0.29% 3.61% 

資料來源︰彭博 

 
 

 

標準普爾 500指數及恆生指數的一年期變化 

 

 
 

是日金融新聞焦點 

➢ 對於美國多間產業協會致函參院反對針對中國芯片法案，中國外交

部發言人毛寧今日(25 日)主持例行記者會表示，美方應當停止對中

國企業進行惡意封鎖和打壓。毛寧指出，美方應當實尊重市場經濟

規律和自由貿易規則，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安全穩定。 

➢ 據《路透》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指，中國人民銀行計劃透過向金融機

構提供低息貸款，用於購買房地產開發商所發行的債券，料為至今

為止最強力樓市金融支持措施。 

➢ 上海市政府發通告，指自明日(29 日)起，要求進入餐飲服務、酒

吧、購物中心、超市賣場、美容美髮和其他商業場所的消費者，須

持有 48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以進一步做好商業場所疫情防控

工作。 

➢ Meta(META.US) 旗下通訊應用程式 WhatsApp 否認有關近 4.87 億用戶

資料外洩，並指公司未發現任何證據顯示 WhatsApp系統出現資料外

洩。 

 

                                                                               資料來源︰阿思達克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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