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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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54 -0.11% 2.74% 

標準普爾 500指數 4,180 1.47% 8.86% 

納斯達克綜合指數 12,201 3.25% 16.57% 

日經平均指數 27,402 0.20% 5.01% 

英國富時 100指數 7,820 0.76% 4.94% 

法國 CAC40指數 7,166 1.26% 10.70% 

德國 DAX指數 15,509 2.16% 11.39% 

 
 

中港指數 收盤價 變化 
年初 

至今 

上證綜合指數 3,286 0.02% 6.36% 

滬深 300指數 4,181 -0.35% 7.99% 

創業板指數 2,988 -0.12% 11.21% 

恆生指數 21,958 -0.52% 11.01% 

恆生國企指數 7,506 -0.72% 11.94% 

 
 

主要商品 
收盤價

(美元) 
變化 

年初 

至今 

WTI原油期貨(bbl) 75.88 -0.69% -5.46% 

Brent原油期貨(bbl) 82.17 -0.81% -4.35% 

現貨金(oz) 1,913 -1.94% 4.86% 

CMX 白銀期貨(oz) 23.62 0.03% -1.77% 

CMX銅期貨(lb) 409.10 -0.49% 7.36% 

LME鋅 (mt) 3,412 1.07% 13.59% 

LME鋁 (mt) 2,583 -0.55% 9.94% 

 
 

外滙貨幣 收盤價 變化 
年初 

至今 

美元指數 101.75 0.53% -1.71% 

歐元/美元 1.09 -0.73% 1.91% 

美元/人民幣 6.74 0.27% -2.66% 

美元/日元 128.68 -0.23% -1.86% 

英鎊/美元 1.22 -1.22% 1.18% 

美元/加拿大元 1.33 0.19% -1.76% 

澳元/美元 0.71 -0.84% 3.87% 

美元/瑞士法郎 0.91 0.54%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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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蘋果(AAPL.US) 上季收入下跌 5.5%至 1,171.5 億美元，並預計收入將

連續第二個季度下降，但隨著中國解封後生產恢復正常，預計

iPhone銷量可能會有所改善。 

➢ 英國《金融時報》引述消息人士報道，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將於周日

一連兩日訪問北京期間，將會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此前白宮國

家安全發言人表示，布林肯將在訪問期間與中國官員討論俄烏戰

爭。 

➢ 2022年全年計，全國汽車商品累計進出口總額為 2,486.5億美元，按

年增長 11.7%。其中，進口金額按年跌 7.7%；出口金額增 26.4%。 

➢ 中國證監會召開 2023年系統工作會議指出，要穩步提高直接融資比

重。聚焦支持科技創新這個關鍵，統籌多層次市場體系建設，統籌

股市和債市協同發展，統籌一二級市場動態平衡，進一步暢通「科

技-產業-金融」良性循環。要推動提升估值定價科學性有效性，進

一步健全資本市場風險防控長效機制。 

 

                                                                               資料來源︰阿思達克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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