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亞洲股市

股市 指數 漲跌 比例 今年表現

香港恆生 25330.96 368.37 1.48% -6.69%

恆生科技 6318.91 119.16 1.92% -25.01%

上海綜合 3572.37 14.09 0.40% 2.86%

滬深300 4932.11 18.5 0.38% -5.36%

台灣加權 16781.19 393.91 2.40% 13.91%

日經225 29068.63 517.7 1.81% 5.92%

韓國股市 3015.06 26.42 0.88% 4.93%

新加坡 3173.91 9.05 0.29% 11.61%

馬來西亞 1598.28 5.76 0.36% -1.78%

越南股市 1392.7 0.85 0.06% 26.17%

泰國股市 1638.34 -2.63 -0.16% 13.04%

印尼股市 6633.34 7.22 0.11% 10.94%

印度股市 61305.95 0 0.00% 28.39%

紐西蘭 13012.19 -36.3 -0.28% -0.61%

澳洲股市 7674.2 54 0.71% 12.02%

亞洲股市行情 (Asian Markets)



港股收升368點 ATM及滙豐領漲 教育股翻炒

 港股假期後跟隨外圍做好，恒生指數高開224點後一度倒跌33點，惟兩萬五關有
支持，並迅速重拾升勢，並以全日高位25,330點收市，升368或1.47%。國企指
數收報8,966點，升117點或1.32%；科技指數收報6,318點，升119點或1.92%。
主板全日成交1,796億港元，港股通淨買入2.07億元。

 港股本周只有3日市，恒指全周累漲493點，升幅1.98%；科指累漲112點或1.8%。

 大型科網股領漲，美團收漲4.4%；騰訊升2.5%；小米集團升0.7%；阿里巴巴升
0.3%，合共貢獻恒指162點，佔大市逾4成升幅。另外，京東集團升2.9%；快手
及嗶哩嗶哩升2.4%及1.6%。

 美債息趨升，利好金融股。滙豐控股升2.4%，收報46.05元，貢獻恒指45點。恒
生銀行升2.8%；中銀香港升2%；渣打集團升1.2%；友邦保險高開低走，收市升
0.3%。

 內地鼓勵行業龍頭企業舉辦職業教育，相關股份做好。新高教集團收市飆22%；
中教控股、希望教育、中國東方教育及東軟教育升幅14%至19%。



內地重磅經濟數據出爐 港股反彈可持續？

 港股上周只有3日市，恒指全周仍累升近2%，配合
美股上周五繼續做好，港股ADR再升125點。

 不過，今周港股被大戶向上炒抑或向下炒，可能
要視乎國家統計局周一(18日)公布一系列的第三
季宏觀經濟數據，包括第三季國內生產總值(GDP)、
9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工業生產、固定資產投
資等表現。其中，上季受限電限產、新冠肺炎疫
情持續、房企債務危機等利淡因素影響，經濟學
家預估中國第三季GDP按年增速勢較第二季大幅放
緩，或低見5%。

 報道引述受訪經濟學家綜合預期，內地第三季度
經濟按年增速將會繼續回落，跌破6%，但全年來
看，預計可實現8%以上按年增長，兩年複合增速
能實現5%以上。

 外圍方面，國際油價連續8周錄得升幅，紐約期油
創7年高位，加上供應鏈失衡，正不斷為全球通脹
添加壓力，港股勢繼續風高浪急。



金管局9月共收到242宗銀行投訴個案

 香港金融管理局今日
(15日)公布，於9月份
共收到242宗銀行投訴
個案，並完成處理291
宗個案。截至9月底，
仍在進行調查工作的銀
行投訴個案有660宗，
包括507宗涉及銀行服
務，與及153宗涉及操
守問題的個案。



保監局：上半年錄738宗保險投訴 佔最多係乜？

 保險業監管局(下稱保監局)周五( 15日)出版最新一期的《監管通訊》，上半年合共接獲738宗投訴，
按年減少5. 14%，其中與「操守」有關的投訴最多，佔三成，其次為業務或營運佔21%，理賠投訴佔
18%。

 保監局在通訊中特別提及近幾月接獲多宗「孤兒保單」的投訴，即原有保險代理離職後，令保單服
務無法維持，範圍涵蓋服務與運作問題，甚至涉及嚴重不當行為。當中包括新代理從未與保單持有
人聯絡、保險公司在委派新代理人期間產生混亂、未有妥當地通知保單持有人其代理從公司離職等。

 其中一宗更涉及冒充保險公司職員，一名保險代理與其人壽保險公司終止了代理合約，惟該已終止
代理關係的保險代理人繼續冒充為該保險公司的代理人，向他的前客戶收取保費，而未有將款項交
予該保險公司。此事最終持續了數月，直至新指派的服務代理人與保單持有人聯絡時才揭發真相。

 保監局建議，保險公司應確保其代理的酬金架構，能夠適當地鼓勵新的服務代理人根據保險公司的
規定處理及為孤兒保單提供服務，亦應監督及追蹤孤兒保單的分配情況及對該等保單的服務，並處
理可能由指派過程產生的潛在問題。



歐美股市

股市 指數 漲跌 比例 今年表現

俄羅斯 1891.56 15.59 0.83% 36.33%

英國股市 7234.03 26.32 0.37% 11.97%

法國股市 6727.52 42.31 0.63% 21.19%

德國股市 15587.36 124.64 0.81% 13.62%

希臘股市 894.74 6.15 0.69% 10.60%

義大利 29077.7 224.71 0.78% 20.14%

西班牙 887.86 6.28 0.71% 10.30%

葡萄牙 4191.76 13.35 0.32% 10.32%

愛爾蘭 8546.19 80.88 0.96% 15.86%

南非股市 60494.02 102.97 0.17% 11.24%

股市 指數 漲跌 比例 今年表現

道瓊工業 35294.76 382.2 1.09% 15.32%

S&P 500 4471.37 33.11 0.75% 19.04%

NASDAQ 14897.3 73.9 0.50% 15.59%

歐洲非洲股市行情 (European Markets)

美洲股市行情 (American Markets)



供應鏈危機蔓延 全球通脹隨時失控

 供應鏈中斷、大宗商品瘋狂漲價、能源危機引
發工廠停產、人力成本飆升等各項因素，正不
斷為通脹添加壓力。美前財長也警告，通脹失
控風險是其職場生涯所見最大！面對飛漲的物
價水平，美國企業亦的樂觀情緒亦驟跌，憂慮
供應鏈危機延續至明年...



 外媒報道，受全球運輸供應鏈中斷影響，
宜家家居(IKEA)表示，在各國的分店有
大部分的產品目前處於缺貨狀態，同時
還有很多家具和居家用品堆放在倉庫內
等待運送，其中英國缺貨的情形最嚴重。

 報道引述IKEA主控股公司Ingka Holding 
B.V.零售營運經理Tolga Oncu表示，
IKEA的商品都存放在倉庫中，但目前市
場面臨運輸壓力，使產品運送情況不如
預期，故現在很難及時將商品運送到該
去的地方。其中，以英國商品短缺的情
形最嚴重，英國脫歐使貨櫃車司機不足，
IKEA先前預估，目前英國有10%的商品已
經缺貨。

 不過，Oncu補充，由於IKEA擁有足夠的
產品系列，可以提供缺貨的替代品，商
品短缺沒有對銷售產生顯著影響，此外，
受疫情影響，顧客轉向網絡下單，使網
購銷售與去年同期相比大幅增加，足以
彌補實體店面收入的損失。

全球供應斷鏈拖累 連IKEA家具都缺貨？



通脹高企何時了？全球財務官：供應鏈之亂恐到明年底

 綜合媒體報道，由杜克大學富甲商學院及里奇蒙和亞
特蘭大聯儲銀行共同進行的企業首席財務官(CFO)調查
顯示，代表各行各業大多數企業的財務官認為，這個
供應鏈挑戰將一直持續到2022年，並警告其公司正苦
於供應鏈中斷，而供應短缺問題已導致生產和運輸延
誤，並帶動原材料價格上漲。

 調查顯示，僅約10%的受訪者看好供應鏈困境可望在今
年底得到解決，大多數認為噩夢要到2022年下半年或
更晚才能結束。除供應斷鏈外，招聘是「更加急迫的
問題」，約75%受訪者表示，其公司難以填補職缺，導
致他們大多數必須將薪金提高約10%。



全球通脹急升溫 呢個國家加息令經濟學家甚驚訝

 綜合媒體報道，面對萬物齊漲，已有十幾個國家提高
利率，其中，智利央行上周三(13日)將利率提高了一
個半百分點，至2.75%，令經濟學家感到驚訝，這是20
年以來最大的加息行動。

 回看今年3月，全球物價開始加速上漲，通脹高於大多
數央行的預期。到8月，佔世界生產80%的20大經濟體，
年通脹率已升至10年最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