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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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47 1.17% -2.72% 

標準普爾 500指數 3,960 1.76% 3.15% 

納斯達克綜合指數 11,717 2.48% 11.95% 

日經平均指數 27,011 -0.80% 3.51% 

英國富時 100指數 7,410 0.89% -0.56% 

法國 CAC40指數 7,026 2.03% 8.53% 

德國 DAX指數 14,967 1.57% 7.49% 

 
 

中港指數 收盤價 變化 
年初 

至今 

上證綜合指數 3,227 -1.12% 4.46% 

滬深 300指數 3,939 -1.20% 1.74% 

創業板指數 2,793 -1.37% 3.97% 

恆生指數 19,204 -1.72% -2.92% 

恆生國企指數 6,482 -1.18% -3.32% 

 
 

主要商品 
收盤價

(美元) 
變化 

年初 

至今 

WTI原油期貨(bbl) 68.35 1.09% -14.84% 

Brent原油期貨(bbl) 74.70 1.37% -13.05% 

現貨金(oz) 1,920 0.05% 5.24% 

CMX 白銀期貨(oz) 21.69 -0.87% -10.39% 

CMX銅期貨(lb) 386.45 0.56% 1.31% 

LME鋅 (mt) 2,871 -0.17% -4.40% 

LME鋁 (mt) 2,217 -0.35% -5.66% 

 
 

外滙貨幣 收盤價 變化 
年初 

至今 

美元指數 104.42 -0.22% 0.87% 

歐元/美元 1.06 0.31% -0.89% 

美元/人民幣 6.90 0.04% -0.39% 

美元/日元 133.74 0.24% 2.00% 

英鎊/美元 1.21 0.43% 0.22% 

美元/加拿大元 1.37 -0.34% 1.23% 

澳元/美元 0.67 0.56% -2.30% 

美元/瑞士法郎 0.93 -0.43%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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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國一眾銀行從美聯儲總共借入 1,648 億美元，矽谷銀行倒閉後融

資壓力升級的跡象。美聯儲數據顯示，截至 3月 15日一星期，從貼

現窗口借款 1,528.5億美元，創歷史新高，遠高於前一周的 45.8億美

元，上一次歷史新高為 2008年金融危機借款 1,110億美元。 

➢ 《彭博》引述消息人士報道，瑞士政府有意指令兩間大型銀行瑞銀

(UBS.US) 及瑞信(CS.US) 合併，不過，瑞銀不願承擔與瑞信相關的風

險，表明不希望收購瑞信。報道稱，瑞士政府仍持續規劃，包括強

制結盟，並計劃除注入流動性外，仍能採取哪些額外措施。 

➢ 英國內閣辦公室部長 Oliver Dowden宣布，立即禁止在政府手機上使

用 TikTok，強調必須將敏感政府信息的安全放在首位，同時亦會審

查其他會提取數據的應用程式。TikTok 表示，對今次決定感到失

望，強調公司已開始採取措施進一步保護歐洲用戶數據。中國駐倫

敦大使館稱，英國政府的決定是基於政治考慮而非事實，此舉將干

擾英國相關企業的正常營運，最終只會損害英國自身的利益。 

➢ 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PIMCO)投資總監 Daniel Ivascyn認為，聯儲局可

能會在下周會議上加息四分一厘，因金融市場不穩定可能導致鷹派

官員轉軚。隔夜歐洲央行加息半厘，市場預計聯儲局將在銀行業動

盪的情況下繼續加息四分一厘。 

 

                                                                               資料來源︰阿思達克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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