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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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96 -1.03% -7.55% 

標準普爾 500指數 3,941 -1.44% -17.31% 

納斯達克綜合指數 11,015 -2.00% -29.59% 

日經平均指數 27,886 0.24% -3.15% 

英國富時 100指數 7,521 -0.61% 1.85% 

法國 CAC40指數 6,688 -0.14% -6.50% 

德國 DAX指數 14,343 -0.72% -9.71% 

 
 

中港指數 收盤價 變化 
年初 

至今 

上證綜合指數 3,213 0.02% -11.74% 

滬深 300指數 3,968 0.54% -19.68% 

創業板指數 2,805 0.16% -23.55% 

恆生指數 19,441 -0.40% -16.91% 

恆生國企指數 6,653 -0.80% -19.22% 

 
 

主要商品 
收盤價

(美元) 
變化 

年初 

至今 

WTI原油期貨(bbl) 74.25 -3.48% -1.28% 

Brent原油期貨(bbl) 79.35 -4.03% 2.02% 

現貨金(oz) 1,771 0.13% -3.18% 

CMX 白銀期貨(oz) 22.34 -0.37% -5.48% 

CMX銅期貨(lb) 381.80 0.61% -13.04% 

LME鋅 (mt) 3,179 1.26% -11.45% 

LME鋁 (mt) 2,477 -0.57% -11.72% 

 
 

外滙貨幣 收盤價 變化 
年初 

至今 

美元指數 105.58 0.27% 10.36% 

歐元/美元 1.05 -0.23% -7.94% 

美元/人民幣 6.98 0.08% 9.81% 

美元/日元 137.00 0.18% 19.05% 

英鎊/美元 1.21 -0.47% -10.34% 

美元/加拿大元 1.37 0.48% 8.04% 

澳元/美元 0.67 -0.15% -7.92% 

美元/瑞士法郎 0.94 -0.06%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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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據《華爾街日報》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短視頻平台 TikTok 與美國政

府討論有關保障用戶私隱的協議時陷入膠着狀態。報道指，雙方原

本在夏天達成初步共識，將美國用戶資料存放在當地軟件商甲骨文

(ORCL.US) ，且取用資料前要經甲骨文監察，以降低中方在 TikTok美

國業務的影響力。但其後美國司法部等官員認為保障不足，有美國

官員要求制訂更嚴格限制措施，以確保美國國家安全。 

➢ 阿里巴巴－ＳＷ(09988.HK) 公布，公司獨立董事、審計委員會成員

吳港平獲委任為審計委員會主席，即日生效。 

➢ 據《彭博新聞社》引述比亞迪(01211.HK) (002594.SZ)執行副總裁 Stella 

Li 表示，比亞迪在洽談參與智利鋰礦項目及尋求開採合約，以確保

鋰原料供應穩定。 

➢ 北京市政府印發《北京市積極應對疫情影響助企紓困的若干措施》

(稱「新 12條」)提到，全面落實系列稅收優惠政策。自 2022年 9月

起，對於已享受延緩繳納稅費 50%的製造業中型企業和延緩繳納稅

費 100%的製造業小微企業，其已緩繳稅費的緩繳期限屆滿後繼續

延長四個月。對購置日期在明年年內並列入《免徵車輛購置稅的新

能源汽車車型目錄》的純電動汽車、插電式混合動力汽車、燃料電

池汽車，免徵車輛購置稅。在「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方面，設有一

項創新措施，即擬對符合條件的項目給予 2.5 個百分點的貼息，期

限兩年，資金直接下達至貸款簽約銀行，預計引導銀行發放設備購

置與更新改造貸款約 300 億元人民幣，重點支持市場化的社會投資

特別是民間投資項目。 

 

                                                                               資料來源︰阿思達克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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