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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市場動態 12/05/2023

收市

每日

升跌

每日

升跌 (%)

3個月

升跌  (%)

1年

升跌  (%)

MSCI全球指數 649.2        -1.4 -0.23 0.36 5.52

美國

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 33,300.6  -8.8 -0.03 -1.68 4.95

標準普爾500指數 4,124.0    -6.5 -0.16 0.82 4.94

納斯達克指數 12,284.7  -43.7 -0.36 4.84 8.04

歐洲

道瓊歐洲50指數 4,040.7    20.0 0.50 3.78 14.45

倫敦富時100指數 7,754.6    24.0 0.31 -1.62 7.21

法蘭克福DAX指數 15,913.8  78.9 0.50 3.96 15.82

巴黎CAC指數 7,414.8    33.0 0.45 4.00 19.47

亞洲

日經平均指數 29,388.3  261.5 0.90 6.21 14.13

臺灣加權指數 15,502.3  -12.2 -0.08 -0.54 -0.73

南韓綜合指數 2,475.4    -15.5 -0.63 0.23 -2.93

悉尼普通股指數 7,453.1    3.4 0.05 -2.33 4.00

新加坡海峽時報指數 3,208.5    -21.0 -0.65 -4.53 1.37

吉隆坡綜合指數 1,422.9    -2.2 -0.16 -3.50 -7.53

曼谷SET指數 1,561.3    -6.0 -0.39 -6.20 -1.46

印度孟買SENSEX指數 62,027.9  123.3 0.20 2.22 17.19

中國內地

滬深300指數 3,937.7    -52.8 -1.33 -4.10 -0.53

上海A股指數 3,430.2    -38.9 -1.12 0.37 7.13

上海B股指數 290.0        -1.9 -0.66 -1.84 1.00

深圳A股指數 2,102.6    -23.7 -1.12 -7.15 4.58

深圳B股指數 1,182.5    -6.9 -0.59 -3.87 14.67

香港

中證香港100指數 1,711.9    -5.8 -0.34 -8.32 -0.57

恒生指數 19,627.2  -116.5 -0.59 -7.38 1.27

國企指數 6,663.5    -31.5 -0.47 -6.49 1.04

環球股市

更新至：

息率
每日

升跌(%)

1個月
升跌(%)

3個月
升跌(%)

本年至今
升跌(%)

1年
升跌(%)

30年期 3.789 1.299 4.524 -0.708 -4.396 25.648

10年期 3.463 2.311 2.121 -7.221 -10.641 21.581

5年期 3.446 2.709 -0.471 -12.145 -13.929 22.154

2年期 3.987 2.252 0.743 -11.729 -9.910 55.799

歐元 1.0849 -0.61 -1.30 1.60 1.35 4.52

英鎊 1.2458 -0.42 -0.22 3.28 3.10 2.10

日圓 135.70 -0.86 -1.89 -3.20 -3.38 -5.42

加元 1.3550 -0.44 -0.80 -1.52 0.03 -3.72

澳元 0.6646 -0.84 -0.67 -3.92 -2.45 -3.06

紐元 0.6193 -1.67 -0.32 -1.78 -2.47 -0.63

瑞士法郎 0.8975 -0.37 -0.16 2.93 3.01 11.78

人民幣(在岸) 6.9591 -0.15 -1.24 -2.08 -0.87 -2.48

人民幣(離岸) 6.9711 -0.16 -1.29 -2.12 -0.70 -2.06

港元 7.8410 -0.07 0.11 0.11 -0.50 0.11

美國國庫債券

各國貨幣兌美元匯率
每日

升跌(%)

1個月
升跌(%)

3個月
升跌(%)

本年至今
升跌(%)匯率 

1年
升跌(%)

 

如當日休市一天，收市價為前一交易日資料 

資料來源：彭博 

 香港第一季本地生產總值終值按年上升 2.7%，符合市場預期。 

 美國 4 月密歇根大學消費者信心指數初值為 57.7，低於市場預期。 

股票市場 

美國 

 美國股市上週五下跌。市場仍關注美國債務上限問題談判進展。科
網股走低，蘋果、微軟與 Meta 股價下跌。零售股表現較差，亞馬
遜與 eBay 股價下跌。半導體股逆市上揚，第一太陽能漲幅較大，
英特爾與應用材料亦上漲。 

歐洲 

 歐洲股市上週五上升。奢侈品牌 Cartier 母公司 Richemont 公佈季度
業績，營收與淨利勝預期，股價上漲。 

亞太 

 日本股市上週五上升。東京威力科創上年度營收與淨利創新高，股
價大漲。 

 澳洲股市上週五上升。醫療股表現最佳，Resmed 與科利耳股價上
漲。 

 台灣股市上週五下跌。電子股個別發展，聯發科與國巨股價上揚，

而台積電與聯電股價下挫。 

 南韓股市上週五下跌。權重股三星電子與 LG 新能源股價向下。 

中國內地 

 中國股市上週五下跌。傳媒股領跌，三七互娛與巨人網絡跌幅較
大。汽車股亦普遍走低，比亞迪與長城汽車股價下跌。服裝股逆市
上揚，海瀾之家與森馬服飾股價上漲。 

香港 

 香港股市上週五下跌。內地上月貸款數據遜預期，內銀股續挫，建
設銀行和工商銀行股價下跌。科網股造好，騰訊、阿里巴巴與京東
股價上漲。地產股受壓，長實與九倉股價走低。大市成交約 1,028
億元。建設銀行(0939)股價收報 5.31 元，下跌 0.13 元；京東集團
-SW(9618)股價收報 144.80 元，上升 9.80 元; 長實集團(1113)股價
收報 45.60 元，下跌 0.85 元。 

債券及貨幣市場 

 美國國庫債券市場上週五下跌。十年期國庫債券孳息率報 3.463%，
兩年期國庫債券孳息率報 3.987%。 

 美元兌各主要貨幣上週五上升。歐元兌美元收市報 1.0849，美元兌
日圓收市報 135.70。 

 

市市場場快快訊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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