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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5月綜合採購經理指數(PMI)初值升至54.9，創近十年高位。
反映國際油價從高位回落及疫後復常等因素，正支持日本經濟重
拾復甦動力，亦反映弱日圓仍是利多於弊，這或使日央行在改變
貨幣政策討論上維持一定耐性

• 日本4月份雙核心年通脹率為4.1%，創近32年高位。但日央行仍
不為所動，可想像其收緊貨幣政策門檻似乎相當高。目前與主要
國家貨幣存在偏高利差的環境下，或不利日圓表現。不過，往後
日圓匯價重點還看美元息率變化，若美國加息周期一旦完結，料
可降低對日圓壓力

• 技術上，美元/日圓成功突破黃金比率38.2%及200天線水平，有
望重拾升勢，或測試黃金比率50%約140及61.8%約142水平阻
力，惟見RSI已超買，宜關注短期波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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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動向

 美國債務上限談判仍膠著
美國總統拜登與眾議院議長麥卡錫就提高債務
問題恢復會晤，但會後仍未能達成任何共識，
但雙方均認為討論富有成效，且重申不會出現
債務違約，並相信可達成協議。美國債務上限
談判雖見恢復，但雙方在削減開支問題上仍相
當分歧，使談判陷入膠著狀態，加上限期臨
近，續帶動市場擔憂情緒，美元續作整固

利率市場
展望

 美國綜合PMI創13個月高位
美國5月標普全球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
意外回落至48.5，較前月回落1.7個指數點，
主要受需求疲弱影響。同期，服務業PMI意外
續升至55.1，主要受客戶信心及需求增強所帶
動。至於5月綜合PMI則續升至54.5，創近13
個月高位。數據進一步打擊市場對聯儲局短期
內需要減息預期

通脹與經濟

 日本經濟正重拾復甦動力
日本5月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初值升至
50.8，較前月上升1.3個指數點，且是近7個月
以來再次處於50以上擴張水平。同期，受到
國內及國際旅遊重啟等帶動，服務業PMI則續
升至56.3，創紀錄高位。至於綜合PMI初值亦
升2個指數點至54.9，創近十年高位。數據反
映國際油價從高位回落及疫後復常等因素，正
支持日本經濟重拾復甦動力，亦反映弱日圓仍
是利多於弊，或使日央行在改變貨幣政策討論
上維持一定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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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緣政治

 報導指美日正聯手將廣島發展成晶片製造
中心

媒體報導G7會議期間成員國之間就就供應鏈
多元化、確保戰略礦物及其他資源的穩定供應
達成共識，並涉及晶片、稀土及其他商品。報
導指有美資儲存晶片廠將於未來數年在日本投
資282億港元在廣島建立最先進的生產線生產
DRAM晶片。預料這將推動內地未來加大投資
包括晶片等高科技產業

內地政策與
香港經濟

 內地5月86款國產網絡遊戲獲批
國家新聞出版署發布5月國產網絡遊戲審批，
共86款遊戲獲批。獲批國產網絡遊戲包括本
港上市大型科企旗下遊戲，顯示科企於整改過
後監管風險已經降低，預料消息將利好有手遊
業務的科企

 香港國際機場4月客運量按年上升24倍
香港機場管理局公布4月香港國際機場客運量
按年飈升24倍至310萬人次，飛機起降量增加
逾一倍至21,545架次，貨運量則減少7.7%至
34.7萬公噸。數據顯示本港經濟復常持續，今
年本港將舉辦多項大型活動，預料對本地地
產、金融及零售業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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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 評論

股
票
市
場

美國股市

 因債務上限的談判仍膠著，加上限期臨近，續
帶動市場擔憂情緒，下月初到期的國庫債券息
率急升。美股周二下跌，並且以接近全日低位
受市，標指與納指皆跌逾1%

 除債務上限的談判外，市場也關注周五公布的
4月個人消費開支(PCE)物價指數

歐洲股市

 美國債務上限談判仍然未有實質進展，加上市
場憂慮美國經濟放緩對環球奢侈品需求的影
響，歐股下跌。歐洲 STOXX 600指數下跌
0.6%，而法國股市更跌逾1.3%

亞洲股市

 亞洲股市周二升少跌多，除繼續觀望美國債務
上限的談判，中美關係最新情況導致MSCI亞
太指數整體向下調整

 雖然日本5月經季調製造業及銀行服務業PMI
站在盛衰分界線上，其決定實施對於半導體製
造設備的出口管制，令日經指數在連升8日後
出現了調整

A股及港股

 恒指昨日再度回落，惟成交進一步降至不足
900億港元，顯示市場偏向觀望。除了關注中
美關係最新情況，市場亦關注5月底將公布的
內地PMI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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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 評論

外
匯
及
商
品

 美國債務上限談判乏進展，美元匯價一度升至
兩個月高位，不利金價表現

 今早紐央行將議息，基準現金利率調升25個基
點至5.50%是市場共識。焦點為紐央行本輪加
息周期是否快見頂

債
券
市
場

 美國5月份綜合PMI初值勝預期，並創13個月
新高，使市場對年內減息的憧憬降溫，但美國
債務上限的談判仍處僵局令股市波動，資金流
入美國國債避險

 美債息日內先升後回，終止近期升勢，10年期
美債息下跌2個基點至3.69厘，對息口較敏感
的2年期債息則微跌少於1個基點，收報4.32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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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彭博 *數據截至上個交易日，^數據延遲一日

5/3/2023 變動(%)

收報 一日 1個月* 3個月* 年初至今* 2022年 收益率*
主要債券指數

彭博美國企業投資級別債券指數 3,098 0.3% 0.4% -0.6% 4.4% -15.8% 5.0%

彭博美國企業高收益債指數 2,280 0.1% 0.4% -1.1% 4.3% -11.2% 8.5%

彭博亞洲美元投資級別債券指數^ 179 0.7% 0.6% 0.6% 3.8% -11.2% 5.1%

彭博亞洲美元高收益債指數^ 154 -0.1% -1.0% -4.9% 1.8% -16.8% 14.1%

彭博新興市場美元綜合債券指數 1,103 0.3% 0.2% -1.6% 2.8% -15.3% 7.3%

主要股票指數

標普 500指數 4,091 -0.7% -0.8% -2.1% 6.5% -19.4%

納斯達克指數 12,025 -0.5% -1.3% -1.4% 14.9% -33.1%

羅素2000指數 1,739 0.4% -3.5% -13.1% -1.2% -21.6%

歐洲Stoxx 600指數 463 0.3% 1.0% 0.7% 8.9% -12.9%

日本東證指數 休市 休市 2.9% 5.6% 9.7% -5.1%

MSCI新興市場指數 970 -0.4% -2.0% -7.3% 1.4% -22.4%

MSCI亞洲(日本除外)指數 627 -0.6% -2.6% -7.9% 1.2% -21.5%

MSCI東協指數 662 -0.2% -0.9% -4.7% 1.3% -7.1%

MSCI 印度指數 NR USD 910 -0.2% 4.5% 2.1% -2.1% -8.0%

恒生指數 19,699 -1.0% -3.5% -10.3% -0.4% -15.5%

恒生中國企業指數 6,589 -1.7% -5.1% -12.2% -1.7% -18.6%

恒生科技指數 3,835 -1.7% -10.9% -18.3% -7.1% -27.2%

滬深300指數 休市 休市 -1.5% -3.6% 4.1% -21.6%

主要外幣

美匯指數 101.34 -0.6% -0.7% -0.4% -2.1% 8.2%

歐元兌美元 1.1062 0.6% 1.5% 1.4% 3.3% -5.8%

英鎊兌美元 1.2564 0.8% 1.2% 2.8% 4.0% -10.7%

美元兌日圓 134.71 -1.3% 1.7% 4.7% 2.7% 13.9%

澳元兌美元 0.6671 0.1% -1.7% -5.7% -2.1% -6.2%

紐西蘭元兌美元 0.6229 0.3% -1.1% -3.8% -1.9% -7.0%

美元兌加元 1.3615 -0.1% 1.3% 2.2% 0.5% 7.3%

美元兌離岸人民幣 6.9223 -0.2% 0.7% 2.7% 0.0% 8.9%

主要商品及加密貨幣

金價 (美元/盎司) 2,039 1.1% 2.7% 6.6% 11.8% -0.3%

紐約原油期貨 (美元/桶) 69 -4.3% -14.7% -9.6% -14.5% 6.7%

鐵礦石期貨 (美元/乾噸) 101 -0.8% -15.3% -16.9% -10.5% 7.1%

銅期貨 (美元/磅) 383 -0.4% -5.3% -6.3% 0.6% -14.6%

比特幣 (美元) 28,529 -0.6% 3.4% 21.6% 72.1% -64.2%

變動(點子)

收報(%) 一日 1個月* 3個月* 年初至今* 2022年

主要參考利率指標

1個月香港銀行同業拆息 3.55 25 46 102 -79 419

12個月香港銀行同業拆息 4.47 7 26 -19 -113 517

美國1年期國債收益率 4.63 -10 8 4 -6 431

美國2年期國債收益率 3.80 -16 -16 -30 -62 369

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 3.34 -9 -8 -6 -54 236

美國有抵押隔夜融資利率(SOFR)^ 4.81 0 -3 25 51 425

USD SOFR ICE 1年掉期利率 4.71 1 -2 -8 -20 452

5/23/2023 變動(%)

收報 一日 1個月* 3個月* 年初至今* 2022年 收益率*
主要債券指數

彭博美國企業投資級別債券指數 3,031 0.1% -1.2% 1.4% 2.1% -15.8% 5.4%

彭博美國企業高收益債指數 2,269 -0.2% -0.3% 2.1% 3.8% -11.2% 8.7%

彭博亞洲美元投資級別債券指數 177 0.1% -0.1% 2.3% 2.9% -11.2% 5.4%

彭博亞洲美元高收益債指數 149 0.0% -3.9% -5.1% -1.7% -16.8% 15.0%

彭博新興市場美元綜合債券指數 1,088 0.0% -0.5% 0.9% 1.3% -15.3% 7.6%

主要股票指數

標普 500指數 4,146 -1.1% 0.3% 3.9% 8.0% -19.4%

納斯達克指數 12,560 -1.3% 4.0% 9.2% 20.0% -33.1%

羅素2000指數 1,788 -0.4% -0.2% -5.6% 1.5% -21.6%

歐洲Stoxx 600指數 466 -0.6% -0.6% 0.8% 9.7% -12.9%

日本東證指數 2,161 -0.7% 6.2% 9.4% 14.3% -5.1%

MSCI新興市場指數 979 -0.5% -0.2% -0.4% 2.3% -22.4%

MSCI亞洲(日本除外)指數 630 -0.5% -0.6% -1.1% 1.7% -21.5%

MSCI東協指數 644 -0.3% -3.0% -2.6% -1.5% -7.1%

MSCI 印度指數 NR USD 919 0.3% 4.3% 5.4% -1.1% -8.0%

恒生指數 19,431 -1.3% -3.2% -4.9% -1.8% -15.5%

恒生中國企業指數 6,604 -1.3% -2.4% -3.4% -1.5% -18.6%

恒生科技指數 3,852 -1.3% -3.0% -6.1% -6.7% -27.2%

滬深300指數 3,913 -1.4% -3.0% -4.7% 1.1% -21.6%

主要外幣

美匯指數 103.49 0.3% 1.6% -1.0% 0.0% 8.2%

歐元兌美元 1.0770 -0.4% -2.0% 1.6% 0.6% -5.8%

英鎊兌美元 1.2413 -0.2% -0.2% 3.0% 2.7% -10.7%

美元兌日圓 138.59 0.0% 3.3% 2.8% 5.7% 13.9%

澳元兌美元 0.6610 -0.6% -1.2% -2.9% -3.0% -6.2%

紐西蘭元兌美元 0.6248 -0.6% 1.8% 0.5% -1.6% -7.0%

美元兌加元 1.3504 0.0% -0.2% -0.4% -0.4% 7.3%

美元兌離岸人民幣 7.0649 0.3% 2.4% 2.3% 2.1% 8.9%

主要商品及加密貨幣

金價 (美元/盎司) 1,975 0.2% -0.4% 8.2% 8.3% -0.3%

紐約原油期貨 (美元/桶) 73 1.3% -6.4% -1.4% -9.2% 6.7%

鐵礦石期貨 (美元/乾噸) 100 -2.1% -5.5% -21.7% -11.7% 7.1%

銅期貨 (美元/磅) 364 -0.9% -8.5% -13.1% -4.4% -14.6%

比特幣 (美元) 27,223 1.2% -0.2% 14.4% 64.2% -64.2%

變動(點子)

收報(%) 一日 1個月* 3個月* 年初至今* 2022年

主要參考利率指標

1個月香港銀行同業拆息 4.64 -14 156 181 29 419

12個月香港銀行同業拆息 4.78 1 42 3 -82 517

美國1年期國債收益率 5.05 0 33 2 37 431

美國2年期國債收益率 4.32 0 13 -38 -11 369

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 3.69 -2 12 -22 -18 236

美國有抵押隔夜融資利率(SOFR)^ 5.05 0 25 50 75 425

USD SOFR ICE 1年掉期利率 4.96 5 7 -28 5 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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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證券或投資牽涉的任何或所有風險。於作出任何投資決定前，敬請投資者細閱及了解有關該等證券或投資的所有發售文件，以

及其中所載的風險披露聲明及風險警告。

編製本文件的投資顧問證實，在本文件表達的意見準確反映彼（彼等）投資顧問對（一家及多家）公司或該（該等）公司的產品

的個人意見，而彼（彼等）的薪酬的任何部分過往不曾、現在及將來亦不會與本文件所載的特定意見直接或間接掛勾。

© 恒生投資服務有限公司。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在事前未得恒生投資服務有限公司以書面方式表示批准的情況下，不得以任何方式或以任何途徑（包括電子、機械、複印、錄影

或其他形式）複製或傳送本文件各部分或將本文件各部分儲存於可予檢索的系統。

(HSIS 03/23)

披露事項

恒生投資服務有限公司設有既定程序以辨識及處理於顧問工作營運時出現的任何相關潛在利益衝突情況。恒生投資服務有限公司
的投資顧問及其參與製作及發放本文件的職員，在營運及向管理層匯報的制度方面，均獨立於滙豐環球市場及環球研究的業務。
在本文件發布之時，恒生投資服務有限公司的關聯公司會不時以委託人或代理人的身份向客戶出售和購買恒生投資服務有限公司
在本文件中所涵蓋的公司的股票/債券（包括衍生工具），或充當本文件中提到的證券/工具的做市商或流動性提供者。在本文件
發布之時，恒生投資服務有限公司的關聯公司可能為本文件所涵蓋的公司所發行的債券重大持有者。恒生銀行有限公司的顧問業
務與其他銀行業務的營運之間已確立資訊分隔措施，以確保所有機密及股價敏感資料均得到妥善處理。恒生投資服務有限公司及
其關聯公司與評論中涉及的公司或會有業務往來。因此，投資者應注意，公司可能存在利益衝突，或會影響本文件的客觀性。

本文件或會提及由恒生投資服務有限公司的關聯公司（如滙豐資產管理集團、滙豐環球投資管理(香港) 有限公司、滙豐晉信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及恒生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恒生投資管理」）等）所發行的基金及交易所上巿基金，但恒生投資服務有限公司並
無就本文件所提及之該等基金及交易所上巿基金向滙豐資產管理集團、滙豐環球投資管理(香港) 有限公司、滙豐晉信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或恒生投資管理收取任何佣金或費用。恒生投資服務有限公司的關聯公司會就自行發行或管理的基金及交易所上巿基金收
取費用作為收入，而恒生銀行有限公司則會就分銷該等由恒生投資服務有限公司的關聯公司發行或管理的基金或交易所上巿基金
收取報酬及年金。本文件的內容乃由恒生投資服務有限公司的投資顧問編製，而彼等不須向滙豐資產管理集團、滙豐環球投資管
理(香港) 有限公司、滙豐晉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恒生投資管理作出匯報。

彼（彼等）投資顧問的部分薪酬乃按恒生銀行有限公司的溢利支取，其中包括經紀佣金收益及費用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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