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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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57 0.78% 3.05% 

標準普爾 500指數 4,164 1.29% 8.45% 

納斯達克綜合指數 12,114 1.90% 15.74% 

日經平均指數 27,685 -0.03% 6.10% 

英國富時 100指數 7,865 0.36% 5.54% 

法國 CAC40指數 7,132 -0.07% 10.17% 

德國 DAX指數 15,321 -0.16% 10.04% 

 
 

中港指數 收盤價 變化 
年初 

至今 

上證綜合指數 3,248 0.29% 5.14% 

滬深 300指數 4,094 0.18% 5.75% 

創業板指數 2,968 0.34% 10.47% 

恆生指數 21,299 0.36% 7.67% 

恆生國企指數 7,232 0.60% 7.86% 

 
 

主要商品 
收盤價

(美元) 
變化 

年初 

至今 

WTI原油期貨(bbl) 77.14 4.09% -3.89% 

Brent原油期貨(bbl) 83.69 3.33% -2.58% 

現貨金(oz) 1,873 0.30% 2.69% 

CMX 白銀期貨(oz) 22.18 -0.27% -7.75% 

CMX銅期貨(lb) 408.05 1.13% 7.09% 

LME鋅 (mt) 3,170 0.18% 5.54% 

LME鋁 (mt) 2,486 -0.48% 5.81% 

 
 

外滙貨幣 收盤價 變化 
年初 

至今 

美元指數 103.43 -0.19% -0.09% 

歐元/美元 1.07 0.00% 0.20% 

美元/人民幣 6.78 -0.32% -2.00% 

美元/日元 131.07 -1.20% -0.04% 

英鎊/美元 1.20 0.24% -0.29% 

美元/加拿大元 1.34 -0.35% -1.14% 

澳元/美元 0.70 1.10% 2.14% 

美元/瑞士法郎 0.92 -0.69%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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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聯儲主席鮑威爾發表講話，指最近數據顯示勞動市場異常強勁，

需要進一步加息，以冷卻通脹。鮑威爾稱，通縮過程已經開始，主

要於商品領域開始，但通縮過程漫長，目前僅屬早期階段，2%的

通脹目標不會改變，預期美國通脹將在 2023年內顯著下跌，但需到

2024年時才能達到 2%通脹目標。 

➢ 微軟(MSFT.US) 於美國時間周二宣布，推出由 ChatGPT支援的最新版

本 Bing搜索引擎和 Edge瀏覽器。 

➢ 據《新華社》報道，國家主席習近平昨在中央黨校開班式上發表重

要講話強調，堅持穩字當頭、穩中求進，更好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

局，更好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更好統籌發展和安全，全

面深化改革開放，推動高質量發展，進一步引導經營主體強信心、

穩定社會預期，努力實現經濟運行整體好轉。 

➢ 國家醫保局醫藥管理司負責人表示，國家醫保局於 1月 30日印發文

件，要求各省級醫療保障部門按照《國家醫保局財政部國家衛生健

康委國家疾控局關於實施「乙類乙管」後優化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患

者治療費用醫療保障相關政策的通知》(醫保發〔2023〕1 號)要求，

將氫溴酸氘瑞米德韋片、先諾特韋片/利托那韋片組合包裝 2個藥品

臨時性納入本省份基本醫保基金支付範圍，支付至今年 3月 31日。

目前，獲批上市的國產新冠治療用藥已全部被納入醫保支付範圍。

其中，中藥「三藥三方」和阿茲夫定片已正式納入醫保藥品目錄，

氫溴酸氘瑞米德韋片、先諾特韋片/利托那韋片組合包裝等藥品臨

時性納入醫保支付範圍。 

 

                                                                               資料來源︰阿思達克財經 

 

 

14,500

17,000

19,500

22,000

24,500

27,0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4,500

5,000

8/2/2022 8/4/2022 8/6/2022 8/8/2022 8/10/2022 8/12/2022

標準普爾500指數(左) 恆生指數(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