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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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75 -0.87% -3.84% 

標準普爾 500指數 3,892 -0.70% 1.37% 

納斯達克綜合指數 11,434 0.05% 9.24% 

日經平均指數 27,229 0.03% 4.35% 

英國富時 100指數 7,344 -3.83% -1.44% 

法國 CAC40指數 6,886 -3.58% 6.36% 

德國 DAX指數 14,735 -3.27% 5.83% 

 
 

中港指數 收盤價 變化 
年初 

至今 

上證綜合指數 3,263 0.55% 5.63% 

滬深 300指數 3,987 0.06% 2.98% 

創業板指數 2,832 -0.10% 5.41% 

恆生指數 19,540 1.52% -1.22% 

恆生國企指數 6,560 1.88% -2.16% 

 
 

主要商品 
收盤價

(美元) 
變化 

年初 

至今 

WTI原油期貨(bbl) 67.61 -5.22% -15.76% 

Brent原油期貨(bbl) 73.69 -4.85% -14.22% 

現貨金(oz) 1,919 0.77% 5.18% 

CMX 白銀期貨(oz) 21.88 -0.72% -9.60% 

CMX銅期貨(lb) 384.30 -4.00% 0.75% 

LME鋅 (mt) 2,876 -1.68% -4.24% 

LME鋁 (mt) 2,224 -3.38% -5.33% 

 
 

外滙貨幣 收盤價 變化 
年初 

至今 

美元指數 104.65 1.01% 1.09% 

歐元/美元 1.06 -1.45% -1.20% 

美元/人民幣 6.89 0.18% -0.43% 

美元/日元 133.42 -0.60% 1.75% 

英鎊/美元 1.21 -0.83% -0.22% 

美元/加拿大元 1.38 0.60% 1.58% 

澳元/美元 0.66 -0.94% -2.85% 

美元/瑞士法郎 0.93 2.09% 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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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盛將今年中國經濟增長預期從 5.5%上調至 6%，以反映中國經濟

迅速重新開放，以及今年首兩個月對疫情敏感的行業出現強勁復

甦。高盛還指出，內地房地產行業活動有所改善，在擺脫長達數個

月的低迷中取得新進展。 

➢ 瑞信(CS.US) 宣布將根據擔保貸款及短期流動性安排，從瑞士央行

借款最多 500億瑞郎(約 536.8億美元)，以進一步支持該行核心業務

及客戶，瑞信將採取必要措施為客戶建立一間更簡單及更專注的銀

行 。另外，瑞信亦就 10 項以美元計價的高級債務證券提出現金要

約，總代價達 25億美元，並單獨向 4項種以歐元計價的高級債務證

券提出要約，合共 5億歐元。泛歐指數 STOXX 50期貨升 2%，道指

期貨現漲 137點或 0.4%，至 32,232點，標指及納指期貨分別升 0.5%

及 0.6%。 

➢ 有「聯儲局傳聲筒」之稱的《華爾街日報》記者Nick Timiraos撰文，

稱更多投資者預計美國兩間地區性銀行倒閉引發更廣泛的金融動盪

後，聯儲局的加息周期可能已經結束。文章提到聯儲局在過去 8 次

議息會議上都進行加息，這是自 1980年代初以來步伐最快的加息周

期，以應對去年觸及 40年高位的通脹。 

➢ 國家能源局發布 2月份全社會用電量數據顯示，全社會用電量 6,950

億千瓦時，按年增長 11%。 

 

                                                                               資料來源︰阿思達克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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