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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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49 -1.45% -6.85% 

標準普爾 500指數 3,964 -1.54% -16.83% 

納斯達克綜合指數 11,050 -1.58% -29.37% 

日經平均指數 28,163 -0.42% -2.18% 

英國富時 100指數 7,474 -0.17% 1.21% 

法國 CAC40指數 6,665 -0.70% -6.82% 

德國 DAX指數 14,383 -1.09% -9.45% 

 
 

中港指數 收盤價 變化 
年初 

至今 

上證綜合指數 3,079 -0.75% -15.42% 

滬深 300指數 3,733 -1.13% -24.43% 

創業板指數 2,705 -0.54% -26.27% 

恆生指數 17,298 -1.57% -26.07% 

恆生國企指數 5,872 -1.65% -28.70% 

 
 

主要商品 
收盤價

(美元) 
變化 

年初 

至今 

WTI原油期貨(bbl) 77.24 1.26% 2.70% 

Brent原油期貨(bbl) 83.19 -0.53% 6.96% 

現貨金(oz) 1,741 -0.77% -4.80% 

CMX 白銀期貨(oz) 21.13 -2.24% -10.60% 

CMX銅期貨(lb) 361.55 -0.41% -17.65% 

LME鋅 (mt) 2,948 0.92% -17.90% 

LME鋁 (mt) 2,328 -0.08% -17.04% 

 
 

外滙貨幣 收盤價 變化 
年初 

至今 

美元指數 106.68 0.68% 11.51% 

歐元/美元 1.03 -0.53% -9.06% 

美元/人民幣 7.25 0.74% 14.01% 

美元/日元 138.95 -0.17% 20.74% 

英鎊/美元 1.20 -1.10% -11.62% 

美元/加拿大元 1.35 0.87% 6.80% 

澳元/美元 0.67 -1.50% -8.44% 

美元/瑞士法郎 0.95 0.34% 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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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外電報道，聖路易斯聯儲行長布拉德表示，聯儲局需要進一步加

息，然後在明年及 2024年保持利率不變，以控制通脹並推動通脹回

落至 2%的目標。他重申，利率需要至少從目前的水平上升至 5厘至

5.25 厘之間才能足以降低通脹，目標是在短期內提高利率，為明年

全年通脹壓力消退創造條件。 

➢ 中國證監會新聞發言人就資本市場支持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回

應表示，中證監決定在股權融資方面調整優化五項措施，自即日起

施行。措施包括，恢復涉房上市公司併購重組及配套融資。此外，

與境內 A股政策保持一致，恢復以房地產為主業的 H股上市公司再

融資 

➢ 《彭博通訊社》引述消息人士報道，蘋果(AAPL.US)    供應商富士康

鄭州園區的騷亂，有可能導致今年 iPhone Pro生產損失近 600萬部。

據悉，目前工廠的情況仍然不穩定，最終的產量損失將很大程度上

取決於富士康能否盡快讓工人重回生產線。如果未來數周繼續進行

封鎖，產量可能會進一步下降。 

➢ 《新華社》以題為「精準免檢」也是精準防控」發文表示，免除部

分低風險人群參與全員核酸檢測要求，是降低疫情防控對人民群眾

生活影響、落實中央精準防控要求的重要舉措。對有困難的群眾要

提供耐心的引導、細心的服務，以及有愛心的關懷，鞏固抗疫中的

心理防線，最大程度保護人民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 

 

                                                                               資料來源︰阿思達克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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