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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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19 -0.28% -4.01% 

標準普爾 500指數 3,856 -0.15% 0.42% 

納斯達克綜合指數 11,189 0.45% 6.90% 

日經平均指數 27,833 -1.11% 6.66% 

英國富時 100指數 7,549 -2.58% 1.30% 

法國 CAC40指數 7,012 -2.90% 8.31% 

德國 DAX指數 14,959 -3.04% 7.44% 

 
 

中港指數 收盤價 變化 
年初 

至今 

上證綜合指數 3,269 1.20% 5.81% 

滬深 300指數 4,009 1.05% 3.54% 

創業板指數 2,860 -0.10% 6.46% 

恆生指數 19,696 1.95% -0.43% 

恆生國企指數 6,590 2.24% -1.71% 

 
 

主要商品 
收盤價

(美元) 
變化 

年初 

至今 

WTI原油期貨(bbl) 74.80 -2.45% -6.80% 

Brent原油期貨(bbl) 80.77 -2.43% -5.98% 

現貨金(oz) 1,914 2.43% 4.92% 

CMX 白銀期貨(oz) 21.92 6.91% -9.44% 

CMX銅期貨(lb) 405.35 0.57% 6.27% 

LME鋅 (mt) 2,969 0.48% -1.14% 

LME鋁 (mt) 2,283 0.87% -2.83% 

 
 

外滙貨幣 收盤價 變化 
年初 

至今 

美元指數 103.60 -0.94% 0.07% 

歐元/美元 1.07 0.83% 0.24% 

美元/人民幣 6.85 -1.27% -1.01% 

美元/日元 133.21 -1.35% 1.59% 

英鎊/美元 1.22 1.27% 0.83% 

美元/加拿大元 1.37 -0.73% 1.31% 

澳元/美元 0.67 1.34% -2.13% 

美元/瑞士法郎 0.91 -0.96%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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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 Jake Sullivan表示，總統拜登計劃在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周一結束後，與國家主席習近平通電話。Jake Sullivan未有透露

中方是否同意在該時間表上舉行電話會議，僅稱拜登與習近平主電

話溝通屬好事。 

➢ 美聯儲周一表示，將對美國矽谷銀行的監管展開內部審查。美聯儲

表示，該審查將由監管副主席 Michael Barr領導，不遲於 5月 1日公

開發布。 

➢ 英國首相辛偉誠回應美國矽谷銀行事件時表示，英國銀行沒有系統

性虱險。他在接受英國《獨立電視台》訪問時稱，英國銀行資本充

足，流動性強勁。他評論滙控(00005.HK) 以 1英鎊收購矽谷銀行在英

國分支，指交易為良好結果，認為財相侯俊偉及英倫銀行行長貝利

指稱不擔心銀行業系統性風險屬正確。侯俊偉早前表示，英國銀行

系統極為安全，又指拯救矽谷銀行英國分支為必須，以保障部分英

國最具策略性科技公司。他指英國銀行體系極為安全，資本充足。 

➢ 矽谷銀行(SVB)新任行政總裁 Tim Mayopoulos 向客戶發送電郵，該行

已重新開放，兼且照常營業，新存款以及現有存款在新銀行中受到

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的保護。電郵提到，FDIC 將 SVB 的存

款士及資產轉移到一間新成立的過渡銀行，所有在 3月 9日或 10日

下達指令但尚未處理的電匯付款已被取消，如果想繼續執行指令則

需要重新輸入。 

 

                                                                               資料來源︰阿思達克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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