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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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47 -1.40% -6.58% 

標準普爾 500指數 3,999 -1.79% -16.10% 

納斯達克綜合指數 11,240 -1.93% -28.16% 

日經平均指數 27,820 0.15% -3.37% 

英國富時 100指數 7,568 0.15% 2.48% 

法國 CAC40指數 6,697 -0.67% -6.38% 

德國 DAX指數 14,448 -0.56% -9.05% 

 
 

中港指數 收盤價 變化 
年初 

至今 

上證綜合指數 3,212 1.76% -11.76% 

滬深 300指數 3,947 1.96% -20.11% 

創業板指數 2,800 -0.01% -23.67% 

恆生指數 19,518 4.51% -16.58% 

恆生國企指數 6,706 5.30% -18.58% 

 
 

主要商品 
收盤價

(美元) 
變化 

年初 

至今 

WTI原油期貨(bbl) 76.93 -3.81% 2.29% 

Brent原油期貨(bbl) 82.68 -3.38% 6.30% 

現貨金(oz) 1,769 -1.61% -3.31% 

CMX 白銀期貨(oz) 22.42 -3.58% -5.13% 

CMX銅期貨(lb) 379.50 -1.44% -13.56% 

LME鋅 (mt) 3,140 1.76% -12.55% 

LME鋁 (mt) 2,492 -1.03% -11.21% 

 
 

外滙貨幣 收盤價 變化 
年初 

至今 

美元指數 105.29 0.71% 10.05% 

歐元/美元 1.05 -0.42% -7.73% 

美元/人民幣 6.98 -0.66% 9.72% 

美元/日元 136.75 1.82% 18.83% 

英鎊/美元 1.22 -0.73% -9.92% 

美元/加拿大元 1.36 0.89% 7.53% 

澳元/美元 0.67 -1.35% -7.78% 

美元/瑞士法郎 0.94 0.58%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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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聯儲局傳聲筒」之稱的《華爾街日報》記者 Nick Timiraos 撰文

稱，聯儲局計劃在下周議息會議上將加息半厘，但由於工資壓力上

升或導致聯儲局繼續加息至 5 厘，高於投資者目前預期的水平。據

悉，聯儲局內亦可能開始討論明年 2 月議息會議時應否繼續加息半

厘，因憂慮通脹回落速度不夠快。 

➢ 《彭博通訊社》報道，北京已開始與美國合作，以確保美國技術不

會流入中國軍隊，這是自兩國領導人上月會面以來兩國關係邁出積

極的一步。據悉，中國正協助中資公司通過美國對技術最終用途的

檢查，以便從未核實名單中刪除。因從 10月 7日起，未核實名單上

的中國公司有 60日時間證明其產品不會用於軍事最終用途，否則有

可能進入美國實體名單，該名單禁止與美國企業或使用美國技術的

企業進行未經許可的貿易往來。 

➢ 《CNBC》引述印度政府消息人士報道，蘋果(AAPL.US)研究將部分

iPad 生產由中國轉至印度，目前蘋果正與印度官員進行商討。蘋果

在今年較早時宣布已開始在印度組裝旗艦 iPhone 14系列，並希望將

更多供應鏈從中國轉移出去。不過據悉，印度缺乏具有製造 iPad等

高度複雜設備專業知識的人才可能會拖慢蘋果將生產線轉移至印度

的計劃。 

➢ 因應最新疫情發展，北京當局宣布整核酸檢測查驗政策，自 2022年

12月 6日起，進入商超、商務樓宇及各類公共場所，以及進入社區

(村)將不查驗核酸檢測陰性證明，掃碼進入即可，常住居民可不掃

碼。而市民進入網吧、酒吧、棋牌室、KTV、劇本殺、桑拿洗浴等

密閉場所、餐飲(堂食)、室內健身場所、養老機構、兒童福利機

構、幼兒園和中小學及醫療機構住院部等時，須掃碼並查驗 48小時

核酸檢測陰性證明。 

 

                                                                               資料來源︰阿思達克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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