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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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26 -0.38% 2.35% 

標準普爾 500指數 4,136 -1.04% 7.73% 

納斯達克綜合指數 12,007 -1.59% 14.72% 

日經平均指數 27,509 0.39% 5.42% 

英國富時 100指數 7,902 1.04% 6.04% 

法國 CAC40指數 7,234 0.94% 11.74% 

德國 DAX指數 15,476 -0.21% 11.15% 

 
 

中港指數 收盤價 變化 
年初 

至今 

上證綜合指數 3,263 -0.68% 5.64% 

滬深 300指數 4,142 -0.95% 6.97% 

創業板指數 2,980 -0.27% 10.92% 

恆生指數 21,660 -1.36% 9.50% 

恆生國企指數 7,387 -1.58% 10.17% 

 
 

主要商品 
收盤價

(美元) 
變化 

年初 

至今 

WTI原油期貨(bbl) 73.39 -3.28% -8.56% 

Brent原油期貨(bbl) 79.94 -2.71% -6.95% 

現貨金(oz) 1,865 -2.50% 2.25% 

CMX 白銀期貨(oz) 22.41 -5.12% -6.80% 

CMX銅期貨(lb) 405.65 -0.84% 6.46% 

LME鋅 (mt) 3,270 -4.16% 8.87% 

LME鋁 (mt) 2,535 -1.88% 7.87% 

 
 

外滙貨幣 收盤價 變化 
年初 

至今 

美元指數 102.92 1.14% -0.59% 

歐元/美元 1.08 -1.05% 0.84% 

美元/人民幣 6.81 1.01% -1.68% 

美元/日元 131.19 1.95% 0.05% 

英鎊/美元 1.21 -1.38% -0.22% 

美元/加拿大元 1.34 0.61% -1.16% 

澳元/美元 0.69 -2.18% 1.61% 

美元/瑞士法郎 0.93 1.41%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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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國家外交部發言人在北京被問及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推遲訪華一事時

回應指，事實上，中美雙方沒有宣布過甚麼訪問，美方發布有關消

息是美方自己的事情，中方予以尊重。 

➢ 國家工信部等部門發布通知稱，將在試點期 2023 年至 2025 年，全

國範圍內啟動公共領域車輛全面電動化先行區試點，車輛包括公務

用車、城市公交、出租、環衞、郵政快遞、城市物流配送及機場等

領域用車。 

➢ 《共同社》報道，日本政府基本決定為向尖端晶片技術實施出口管

制，以防止技術被中國用於軍事用途，經濟產業相將下達《外匯及

外國貿易法》省令，在向企業等作公開諮詢後，最快春季啟動禁令

美國政府去年 10月宣布大範圍加強晶片出口管制，將製程 14納米

以下的晶片技術作為主要管制對象，日本亦同意進行類似的管制。 

➢ 行政長官李家超於利雅得時間昨日(5日)在沙地阿拉伯會見傳媒時透

露，會訪問沙地阿美並與他們緊密交流，希望他們從多方面明白香

港可給予他們甚麼機會。同時，會向他們解說香港是國際金融中

心，也是資產管理、風險管理中心，有很多專業人士，而且在資金

自由往來方面廣受不同地方的主權基金或公司歡迎。他續稱，沙地

阿美的業務很多元化，除了石油方面，也有不同子公司、子企業。

他會盡量向他們介紹香港的優勢，亦會鼓勵他們到香港作不同參

與，包括上市。 

 

                                                                               資料來源︰阿思達克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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