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峰滙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Mayfair & Ayers Financial Group Limited 

每日晨訊  Daily Market Update (23/03/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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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30 -1.63% -3.37% 

標準普爾 500指數 3,937 -1.65% 2.54% 

納斯達克綜合指數 11,670 -1.60% 11.50% 

日經平均指數 27,467 1.93% 5.26% 

英國富時 100指數 7,567 0.41% 1.54% 

法國 CAC40指數 7,131 0.26% 10.15% 

德國 DAX指數 15,216 0.14% 9.28% 

 
 

中港指數 收盤價 變化 
年初 

至今 

上證綜合指數 3,266 0.31% 5.71% 

滬深 300指數 3,999 0.43% 3.30% 

創業板指數 2,874 0.62% 6.95% 

恆生指數 19,591 1.73% -0.96% 

恆生國企指數 6,640 1.38% -0.97% 

 
 

主要商品 
收盤價

(美元) 
變化 

年初 

至今 

WTI原油期貨(bbl) 70.90 2.26% -11.66% 

Brent原油期貨(bbl) 76.69 1.82% -10.73% 

現貨金(oz) 1,970 1.55% 8.01% 

CMX 白銀期貨(oz) 22.79 1.61% -5.87% 

CMX銅期貨(lb) 404.45 1.26% 6.03% 

LME鋅 (mt) 2,892 0.15% -3.70% 

LME鋁 (mt) 2,237 0.86% -4.81% 

 
 

外滙貨幣 收盤價 變化 
年初 

至今 

美元指數 102.35 -0.88% -1.14% 

歐元/美元 1.09 0.82% 1.41% 

美元/人民幣 6.86 -0.23% -0.89% 

美元/日元 131.44 -0.81% 0.24% 

英鎊/美元 1.23 0.42% 1.53% 

美元/加拿大元 1.37 0.13% 1.31% 

澳元/美元 0.67 0.24% -1.88% 

美元/瑞士法郎 0.92 -0.54% -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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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聯儲結束為期兩天的貨幣政策會議，宣布加息 0.25厘，加幅一如

市場預期，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由 4.50%至 4.75%之間，上調至

4.75%至 5%。美聯儲表示，推行額外緊縮政策屬恰當。是次為美聯

儲自去年 3 月開啟加息周期連續第九次加息，累計加息幅度為 475

個基點。 

➢ 美聯儲決定加息四分一厘。美聯儲主席鮑威爾指，銀行業壓力或觸

發信貸緊縮，對經濟造成顯著影響，美國經濟放緩或較早前預期更

為明顯。他稱美聯儲將觀察情況會否維持，並會在決定貨幣政策加

以考慮。對於金融市場預期美聯儲不會進一步加息及今年夏季開始

減息，鮑威爾指這並非美聯儲基線評估，又指重點在於令貨幣政策

足夠收緊使通脹回落至 2%，不論是透過加息或市場狀況自行收

緊。他認為美國去通脹情況仍然持續，但非房屋服務業的通脹壓力

依然堅韌。鮑威爾亦表示，美聯儲擴張資產負債表規模只是對銀行

的暫時借款，並非意圖改變貨幣政策取態。 

➢ 中國恒大(03333.HK)公布，未來三年的核心任務是「保交樓」，將

努力保持「復工復產」維持有序營運，預計需要額外 2,500 億至

3,000 億元人民幣(下同)融資。期間現有項目的無槓桿自由現金流將

主要用於償還續建所需新增融資，對公司層面無抵押擔保債務償還

能力較弱。 

➢ 外電報道，花旗(C.US) 行政總裁 Jane Fraser 表示，即使有銀行倒

閉，但美國整體銀行業仍相當健康，認為未有發生信貸危機。她

稱，該行對收購第一共和國銀行(FRC.US) 不感興趣，而上周聯同其

他銀行向第一共和國銀行注資只是希望向後者爭取更多時間來進行

重組。 

 

                                                                               資料來源︰阿思達克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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