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峰滙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Mayfair & Ayers Financial Group Limited 

每日晨訊  Daily Market Update (02/12/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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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95 -0.56% -5.35% 

標準普爾 500指數 4,077 -0.09% -14.47% 

納斯達克綜合指數 11,482 0.13% -26.61% 

日經平均指數 28,226 0.92% -1.96% 

英國富時 100指數 7,558 -0.19% 2.36% 

法國 CAC40指數 6,754 0.23% -5.58% 

德國 DAX指數 14,490 0.65% -8.78% 

 
 

中港指數 收盤價 變化 
年初 

至今 

上證綜合指數 3,165 0.45% -13.03% 

滬深 300指數 3,895 1.08% -21.16% 

創業板指數 2,791 1.46% -23.94% 

恆生指數 18,736 0.75% -19.92% 

恆生國企指數 6,385 0.16% -22.48% 

 
 

主要商品 
收盤價

(美元) 
變化 

年初 

至今 

WTI原油期貨(bbl) 81.22 0.83% 7.99% 

Brent原油期貨(bbl) 86.88 1.70% 11.70% 

現貨金(oz) 1,803 1.96% -1.43% 

CMX 白銀期貨(oz) 22.84 4.87% -3.34% 

CMX銅期貨(lb) 381.75 2.13% -13.05% 

LME鋅 (mt) 3,090 1.31% -13.92% 

LME鋁 (mt) 2,457 0.39% -12.44% 

 
 

外滙貨幣 收盤價 變化 
年初 

至今 

美元指數 104.73 -1.15% 9.47% 

歐元/美元 1.05 1.10% -7.48% 

美元/人民幣 7.04 -0.10% 10.72% 

美元/日元 135.33 -1.98% 17.60% 

英鎊/美元 1.22 1.57% -9.50% 

美元/加拿大元 1.34 0.15% 6.29% 

澳元/美元 0.68 0.34% -6.22% 

美元/瑞士法郎 0.94 -0.91%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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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聯儲負責監管工作的副主席巴爾表示，央行正探討調整銀行資本

要求，又指監管方無法預測不能預期的衝擊，將使整體資本水平要

求提高。巴爾稱，美聯儲已到達緊縮性貨幣政策區間，可有效限制

加息速度。他認為美聯儲將討論有關問題，並指有關調整明智，給

予空間調整及對利率再作考慮。 

➢ 《路透》引述消息人士報道，中國將於未來數日宣布調整防疫措

施，將允許確診病人在特定條件下居家隔離。 據悉，並非所有陽性

病人都可無條件地允許在家隔離，只有孕婦、老年人及患有長期或

慢性疾病的人將有資格在家隔離。同時如果家庭環境符合一定的條

件，亦將允許密切接觸者居家隔離。消息人士稱，當局還將加強對

新冠病毒的快速抗原檢測，減少大規模檢測及定期核酸檢測。 

➢ 香港零售管理協會表示，目前整體零售市道仍然疲弱，市民消費謹

慎。協會指，會員公司預期聖誕節、12月及農曆新年銷情與現時相

若，市民外遊人數漸增，加上缺乏入境旅客，其他利好因素欠奉，

對聖誕節及新年假期的銷情並不樂觀。 

➢ 小鵬汽車－Ｗ(09868.HK) 公布，11 月份，共交付 5,811 輛智能電動

車，較 10月份增加 14%。今年首十一個月，已累計交付 109,465輛

智能車，按年增長 33%。 

 

                                                                               資料來源︰阿思達克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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