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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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78 0.08% 2.51% 

標準普爾 500指數 4,071 0.25% 6.02% 

納斯達克綜合指數 11,622 0.95% 11.04% 

日經平均指數 27,383 0.07% 4.94% 

英國富時 100指數 7,765 0.05% 4.21% 

法國 CAC40指數 7,097 0.02% 9.63% 

德國 DAX指數 15,150 0.11% 8.81% 

 
 

中港指數 收盤價 變化 
年初 

至今 

上證綜合指數 3,265 0.00% 5.68% 

滬深 300指數 4,182 0.00% 8.00% 

創業板指數 2,920 0.00% 8.70% 

恆生指數 22,689 0.54% 14.70% 

恆生國企指數 7,774 0.87% 15.94% 

 
 

主要商品 
收盤價

(美元) 
變化 

年初 

至今 

WTI原油期貨(bbl) 79.68 -1.64% -0.72% 

Brent原油期貨(bbl) 86.66 -0.93% 0.87% 

現貨金(oz) 1,928 -0.06% 5.70% 

CMX 白銀期貨(oz) 23.62 -1.66% -1.74% 

CMX銅期貨(lb) 422.25 -1.05% 10.81% 

LME鋅 (mt) 3,439 -1.98% 14.50% 

LME鋁 (mt) 2,592 -0.39% 10.30% 

 
 

外滙貨幣 收盤價 變化 
年初 

至今 

美元指數 101.93 0.09% -1.54% 

歐元/美元 1.09 -0.22% 1.52% 

美元/人民幣 6.76 0.30% -2.39% 

美元/日元 129.88 -0.26% -0.95% 

英鎊/美元 1.24 -0.21% 2.47% 

美元/加拿大元 1.33 -0.08% -1.79% 

澳元/美元 0.71 -0.21% 4.21% 

美元/瑞士法郎 0.92 0.04%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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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通訊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美國、日本和荷蘭達成協

議，同意共同限制向內地出口部分先進晶片製造設備。該人士指，

三方代表在華盛頓完成談判，將美國去年 10月採取的某些出口管制

措施，擴至日本和荷蘭公司。談判並涉及新措施，用以規範可供應

予內地企業的產品。 

➢ 據《新華社》報道，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1月 28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

務會議，要求持續續抓實當前經濟社會發展工作，推動經濟運行在

年初穩步回升，以及推動消費加快恢復和保持外貿外資穩定，增強

對經濟的拉動力等。會議指出，要加力擴消費，推動幫扶生活服務

業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紓困及促進汽車等大宗消費政策全面落地。組

織開展豐富多樣的促消費活動，促進接觸型消費加快恢復；要合理

增加消費信貸，因城施策用好政策工具箱，支持剛性和改善性住房

需求，做好保交樓工作。 

➢ 《經濟日報》報道，阿里巴巴(09988.HK) 創辦人馬雲在港過農曆新

年，更與泰國首富兼正大集團資深董事長謝國民及其三兒子，以及

正大行政總裁謝鎔仁會面。繼上月馬雲曾到訪曼谷考察正大集團

後，今次是馬雲與謝國民在不足一個月內第二次見面。據悉，馬雲

本月在香港頻頻與內地、香港以及東南亞財金界人士會面，而今次

謝國民飛往香港，外界猜測可能會與馬雲進行投資合作。 

➢ 上海市政府發布《上海市提信心擴需求穩增長促發展行動方案》，

推出十項行動 32條政策措施大力提振市場預期和信心，推動經濟社

會發展開好局起好步，努力實現全年經濟發展主要預期目標。該方

案自今年 2月起施行，有效期至今年底。 

 

                                                                               資料來源︰阿思達克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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