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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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30 0.10% -5.25% 

標準普爾 500指數 4,072 -0.12% -14.57% 

納斯達克綜合指數 11,462 -0.18% -26.74% 

日經平均指數 27,778 -1.59% -3.52% 

英國富時 100指數 7,556 -0.03% 2.32% 

法國 CAC40指數 6,742 -0.17% -5.74% 

德國 DAX指數 14,529 0.27% -8.53% 

 
 

中港指數 收盤價 變化 
年初 

至今 

上證綜合指數 3,156 -0.29% -13.29% 

滬深 300指數 3,871 -0.61% -21.65% 

創業板指數 2,801 0.36% -23.67% 

恆生指數 18,675 -0.33% -20.18% 

恆生國企指數 6,369 -0.25% -22.68% 

 
 

主要商品 
收盤價

(美元) 
變化 

年初 

至今 

WTI原油期貨(bbl) 79.98 -1.53% 6.34% 

Brent原油期貨(bbl) 85.57 -1.51% 10.02% 

現貨金(oz) 1,798 -0.30% -1.73% 

CMX 白銀期貨(oz) 23.25 1.79% -1.61% 

CMX銅期貨(lb) 385.05 0.86% -12.30% 

LME鋅 (mt) 3,085 -0.16% -14.06% 

LME鋁 (mt) 2,517 2.46% -10.28% 

 
 

外滙貨幣 收盤價 變化 
年初 

至今 

美元指數 104.55 -0.17% 9.28% 

歐元/美元 1.05 0.14% -7.34% 

美元/人民幣 7.02 -0.25% 10.45% 

美元/日元 134.31 -0.75% 16.71% 

英鎊/美元 1.23 0.27% -9.25% 

美元/加拿大元 1.35 0.27% 6.58% 

澳元/美元 0.68 -0.31% -6.51% 

美元/瑞士法郎 0.94 0.01%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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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華爾街日報》報道，富士康鄭州廠房上月因工資及防疫問題，觸

發大規模示威，蘋果公司決定增加合作的組裝企業，要求供應商更

積極規劃把組裝移往印度和越南等國家，以減對富士康的依賴。富

士康位於河南鄭州廠房早前因有員工抗議，影響 iPhone出貨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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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隨著中國加快向重新開放經濟，離岸人民幣兌美元自 9 月以來首次

突破 7算，人民幣兌美元現升 0.5%或 324點子，報 6.9886兌一美元。

離岸人民幣匯價曾在 10月份跌至歷史新低，但其後中國開始調整防

疫措施，以及聯儲局放慢加息步伐，中國市場氣氛正逐步改善。據

外電報道，澳洲聯邦銀行表示，如果有進一步跡象表明中國準備退

出嚴格的防疫政策，美元兌人民幣本周可能會擴大跌幅。 

➢ 《路透》引述消息報道，內地監管機構已向四大國有銀行發出「窗

口指導」，要求他們於下周六(10 日)前，向內房企業提供以內地資

產抵押的離岸貸款，以協助房企償還海外債務。據悉，在第一批試

行完成後，將擴大範圍納入更多銀行。 

 

➢ 《澳門日報》報道，澳門立法會第二常設委員會上周五(2日)繼續細

則性審議《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業務制度》法案，委員會主席陳澤

武表示，法案有兩項重要修改，其中一項是法案建議承批公司可為

博彩者開設專有帳戶，存入籌碼或用於博彩的款項，包括為存放的

目標而暫時接收博彩者的現金或有價值證券的情況，提供服務需遵

守預防清洗黑錢及恐怖主義融資法律規定，要清楚識別存放主體及

保留適當記錄，可能是身份證、護照等。 

                                                                               資料來源︰阿思達克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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