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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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98 0.00% -7.54% 

標準普爾 500指數 3,934 -0.19% -17.46% 

納斯達克綜合指數 10,959 -0.51% -29.95% 

日經平均指數 27,686 -0.72% -3.84% 

英國富時 100指數 7,489 -0.43% 1.42% 

法國 CAC40指數 6,661 -0.41% -6.88% 

德國 DAX指數 14,261 -0.57% -10.22% 

 
 

中港指數 收盤價 變化 
年初 

至今 

上證綜合指數 3,200 -0.40% -12.09% 

滬深 300指數 3,958 -0.25% -19.88% 

創業板指數 2,818 0.47% -23.19% 

恆生指數 18,815 -3.22% -19.59% 

恆生國企指數 6,433 -3.31% -21.90% 

 
 

主要商品 
收盤價

(美元) 
變化 

年初 

至今 

WTI原油期貨(bbl) 72.01 -3.02% -4.25% 

Brent原油期貨(bbl) 77.17 -2.75% -0.78% 

現貨金(oz) 1,786 0.86% -2.35% 

CMX 白銀期貨(oz) 22.92 2.63% -3.00% 

CMX銅期貨(lb) 386.05 1.11% -12.07% 

LME鋅 (mt) 3,207 0.88% -10.67% 

LME鋁 (mt) 2,453 -1.00% -12.60% 

 
 

外滙貨幣 收盤價 變化 
年初 

至今 

美元指數 105.10 -0.45% 9.86% 

歐元/美元 1.05 0.37% -7.60% 

美元/人民幣 6.96 -0.27% 9.52% 

美元/日元 136.62 -0.28% 18.72% 

英鎊/美元 1.22 0.58% -9.82% 

美元/加拿大元 1.37 0.00% 8.04% 

澳元/美元 0.67 0.55% -7.41% 

美元/瑞士法郎 0.94 -0.13%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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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民銀行營業管理部近日以現場與視頻結合形式召開北京地區中資

銀行貨幣信貸和金融服務通報會提到，支持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

展，用好「保交樓」專項借款和民營企業債券融資支持工具等各項

政策，加大對房地產企業和建築企業的貸款投放力度，積極支持個

人住房貸款合理需求，持續優化住房租賃信貸服務。 

➢ 外電報道，「女股神」Cathie Wood 表示，聯儲局加息已將美國經濟

推向衰退邊緣，自 80年代初以來雙位數的通脹率已根深蒂固，而目

前美債孳息率曲線倒掛的程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嚴重，顯示債券

市場似乎在暗示聯儲局正在犯上一個嚴重的錯誤。 

➢ 摩根士丹利(MS.US) 再將蘋果(AAPL.US)  截至 12月底止首季 iPhone出

貨量預測下調 300萬部至 7,550萬部，因中國廠房生產放緩，大摩於

11月時已將出貨量預測調低 600萬部。 

➢ 比亞迪(01211.HK) 執行副總裁李柯表示，正考慮在美國建立電池

廠，但目前不打算在當地出售電動車，未來會繼續投資電動校車及

電池組件。 

 

                                                                               資料來源︰阿思達克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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