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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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86 1.09% 2.83% 

標準普爾 500指數 4,077 1.46% 6.18% 

納斯達克綜合指數 11,585 1.67% 10.68% 

日經平均指數 27,327 -0.39% 4.72% 

英國富時 100指數 7,772 -0.17% 4.29% 

法國 CAC40指數 7,082 0.01% 9.40% 

德國 DAX指數 15,128 0.01% 8.65% 

 
 

中港指數 收盤價 變化 
年初 

至今 

上證綜合指數 3,256 -0.42% 5.39% 

滬深 300指數 4,157 -1.06% 7.37% 

創業板指數 2,943 -0.59% 9.53% 

恆生指數 21,842 -1.03% 10.42% 

恆生國企指數 7,425 -0.95% 10.74% 

 
 

主要商品 
收盤價

(美元) 
變化 

年初 

至今 

WTI原油期貨(bbl) 78.87 1.25% -1.73% 

Brent原油期貨(bbl) 84.49 -0.48% -1.65% 

現貨金(oz) 1,928 0.27% 5.72% 

CMX 白銀期貨(oz) 23.84 0.43% -0.85% 

CMX銅期貨(lb) 422.60 0.57% 10.90% 

LME鋅 (mt) 3,419 -1.64% 13.84% 

LME鋁 (mt) 2,613 2.35% 11.21% 

 
 

外滙貨幣 收盤價 變化 
年初 

至今 

美元指數 102.10 -0.18% -1.38% 

歐元/美元 1.09 0.11% 1.48% 

美元/人民幣 6.76 0.00% -2.39% 

美元/日元 130.09 -0.23% -0.79% 

英鎊/美元 1.23 -0.26% 1.96% 

美元/加拿大元 1.33 -0.61% -1.83% 

澳元/美元 0.71 -0.07% 3.55% 

美元/瑞士法郎 0.92 -0.94%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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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路透》報道，墨西哥總統發言人 Jesus Ramirez表示，電動車製造

商 Tesla(TSLA.US)正考慮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新機場附近設立工

廠，成為 Tesla的出口中心。 

➢ 外電報道，白宮國家安全發言人柯比表示，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將於

2 月 5 日至 6 日訪問中國，期間會與中國官員討論俄羅斯入侵烏克

蘭。 

➢ 《澎湃新聞》報道，根據不完全統計，今年以來包括福建廈門、四

川資陽、山東濟寧、廣東東莞、廣西柳州及吉林長春等超過 30城發

布樓市新政。政策內容包括解除限購、上調住房公積金貸款最高額

度、調整公積金貸款最低首付比例、延長消費補貼、提高多孩家庭

公積金貸款額度、明確認房不認貸，及鼓勵團購買房等。同時，多

地延續實施購房補貼及優惠政策，另下調首套房貸利率下限。根據

諸葛找房數據研究中心統計，春節後，包括鄭州、天津、廈門、珠

海及瀋陽等城市，相繼下調首套房貸款利率下限，新一輪的下調房

貸利率潮正在上演。截至目前，已經有 30城下調首套房貸款利率下

限，其中最低降至 3.7厘。 

 

                                                                               資料來源︰阿思達克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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