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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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90 2.18% -4.81% 

標準普爾 500指數 4,080 3.09% -14.39% 

納斯達克綜合指數 11,468 4.41% -26.70% 

日經平均指數 27,969 -0.21% -2.86% 

英國富時 100指數 7,573 0.81% 2.55% 

法國 CAC40指數 6,739 1.04% -5.79% 

德國 DAX指數 14,397 0.29% -9.37% 

 
 

中港指數 收盤價 變化 
年初 

至今 

上證綜合指數 3,151 0.05% -13.42% 

滬深 300指數 3,853 0.12% -22.01% 

創業板指數 2,750 0.08% -25.04% 

恆生指數 18,597 2.16% -20.52% 

恆生國企指數 6,374 2.21% -22.61% 

 
 

主要商品 
收盤價

(美元) 
變化 

年初 

至今 

WTI原油期貨(bbl) 80.55 3.01% 7.10% 

Brent原油期貨(bbl) 85.43 2.89% 9.84% 

現貨金(oz) 1,769 1.07% -3.32% 

CMX 白銀期貨(oz) 21.78 1.61% -7.82% 

CMX銅期貨(lb) 373.80 2.71% -14.86% 

LME鋅 (mt) 3,050 3.42% -15.03% 

LME鋁 (mt) 2,448 4.37% -12.78% 

 
 

外滙貨幣 收盤價 變化 
年初 

至今 

美元指數 105.95 -0.82% 10.75% 

歐元/美元 1.04 0.74% -8.48% 

美元/人民幣 7.05 -1.33% 10.83% 

美元/日元 138.07 -0.40% 19.98% 

英鎊/美元 1.21 0.89% -10.89% 

美元/加拿大元 1.34 -1.23% 6.13% 

澳元/美元 0.68 1.50% -6.54% 

美元/瑞士法郎 0.95 -0.84%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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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股上升，美聯儲主席鮑威爾表示可在下月縮減加息幅度，數據指

美國新增私營機構職位少於預期，投資者憧憬美聯儲有放緩加息空

間，刺激大市。標普 500指數自 4月以來首度於 200天平均線上收

市。科技股急升，費城半導體指數升 5.9%。美股成交活躍，成交股

數較二十天平均多逾三成。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升 737.24 點或

2.2%，收報 34,589.77點。總計 11月累升 5.7%。 

➢ 美聯儲局主席鮑威爾表示，雖然在對抗通脹上的進展仍然是不足

夠，但可能最早會在 12月放慢加息。他稱，在恢復價格穩定上還有

很長的路要走，在通脹出現真正進展前，貨幣政策可能會在一段時

間內保持緊縮。根據 CME Group 數據，在聯儲局連續四次加息 0.75

厘後，市場預計聯儲局在 12月加息半厘的可能性約為 65%。在鮑威

爾發表講話後，加息半厘的機會上升至 77%。鮑威爾表示，作為通

脹飆升的核心供應鏈問題已經得到緩解，不過勞動力市場僅出現重

新平衡的初步跡象，預計最終利率或高於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在 9

月時預測的 4.6%。 

➢ 外媒報道，英國滙豐銀行將從 2023 年 4 月起關閉在英國 114 家分

行。預計裁去約 100 名員工，會嘗試重新部署受影響員工。該行表

示，因愈來愈多客戶選擇網上銀行服務而非到實體分行來辦理銀行

業務，自新冠疫情以來，即將關閉分行每周服務客戶不到 250 名。

該行並表示，將投資數千萬英鎊更新並改善剩餘 327 家分行。繼出

售加拿大業務後，滙控正評估新西蘭零售銀行業務的策略選項。報

道引述該行發言人表示，與其他機構一樣，會定期檢視業務以改善

集團長遠營運網絡。 

➢ 中國移動公布，控股股東中國移動集團擬將增持公司 A股計劃期限

延長十二個月至 2023 年底。累計增持金額不少於 30 億人民幣且不

超過 50億人民幣。 

 

                                                                               資料來源︰阿思達克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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