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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場 動 態                                 美美美美 國國國國 中中中中 期期期期 選選選選 舉舉舉舉 (1)                            US  Midterm  Election 

 

在中美的關稅報復及反報復行動之中，中國打出的第 1 槍是瞄向特朗普中期選舉之票倉俄亥俄

州，並聲言陸續有來，詳列各票倉之攻擊時間及方針，到底這是貿易戰抑選戰？實乃二者為一，一者

為二；就如太陽與月亮相互交替而做成晝夜，是不可分割也不合併的實況。中國也知道中期選舉之重

要性，也知要克制特朗普，不能只靠談判或關稅戰，釜底抽薪之法要是在中期選舉擧攻擊他的要害。

迫他妥協而和談。但特朗普為何要使出強硬之關稅政策？乃是為了和談增加籌碼。其是雙方都想談

判，但一定要先行擺出全攻形陣勢，才可在談判桌上佔上風。 

 
特朗普如今所做的一切，可以說有很大程度是為中期選舉而舖路；而中期選舉，實乃為 2020 年

大選而舖路。所以特朗普要面對的，就是要在中期選舉之中攻佔優勢，否則將會成為跛腳鴨政府。若

然中期選舉失利，未能操控國會之時，縱有百大計也無法推出，直接影響政績，更不利於連任之大

選。所以不要看少這次的中期選舉，因為影響深遠。尤其是下屆候選人楊安澤是特朗普之強勁對手，

在龍的傳人得天時、地利、人和的今天，不容忽視。楊安澤更推出史無前例的大選殺手鑭，抄襲香港

和澳門財爺的派錢作風，不易抵擋。必需詳細部署好應對計劃，因為派錢計劃不是像香港 7 年才派 1

次，而是打算每人每月派錢 1,000 美元。這將比什麼登陸火星或改善貿赤計劃更可吸引選票。 

 
面對眾多言論都說貿易戰沒有贏家，特朗普擺出姿態他不是攪事者而是已受很莫大委屈，再不出

招就要爆血管了。他說美國已輸了每年達 5,000 億美元的逆差，再戰下去也沒有什麼輸不起的。老夫替

他解畫，意思是如不打這貿易戰輸的肯定更多，打下去是贏是輸也未知，總之他以受害人身份來博取

同情，反正不打他也要爆血管的。他說是先前的人類不知怎樣把貿赤攪至如此龐大的紀綠，意思是說

歷任美國總統攪了一個大頭佛出來，不是他攪出來的，但如今卻要他去收拾殘局呀！ 
(待續) 

每日做一單，好過去打工；每日做對沖、好過等美國總統及香港財爺派錢。美股雖然波動大，但

對金價影響有限，美匯牛皮，油價回軟。金價仍囿於既定高低位反覆上落。按目前橫行區行高沽低

買，要看突發消息要看各位大帝之推文。100WMA 有支持力，可以嚐試買上。 
 

 
                                                                    

                                 
 
 

 

 
     
 

 

策略說明策略說明策略說明策略說明：：：：每日一單乃基於贏 12 輸 4，又或贏 13 輸 5 的比例去克服飄忽之市場而取得利潤。凡按此入市需要以限價單進行，切忌中途變卦見 2,3 元

便吃但輸則輸足 4,5 元。本策略乃一個贏多輸少之策略，執行時切忌變為輸多贏少之方式去運作；否則無法達至上述利潤，不如另覓他法。 

Previous Day 上日利潤  ＋８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９２ 

Previous Day 上日利潤 ＋１２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６６ 

Daily Trading :                                                            Profit At  獲利           Stop Loss 止蝕        

每日一單：                1332.00               1344.00                       1328.00 
                         

Hedging: (Buy & sell simultaneously)  1332.00               1344.00                       1328.00 

對  沖 單：(同時買入及沽出)                   1331.50                  1319.50                       1335.50 

 

風險聲明風險聲明風險聲明風險聲明：：：：價位可升可跌，市場瞬息萬變，投資需量力而為，本刋意見只供參考，投資者需自行作最後決定。 

Buy at once現水位買入

The essence of Daily Trading must base upon profit $12 to stop loss of $4, some take profit at going for $2 or $3, but keep on stop loss of $4. Thus is 
doomed to fail, but misled of following a strategy of doom to win. Ratio 12-4 must be kept, don’t just follow other to lose and dare not follow to win. 

Risk disclosure: Price can go up and down at any moment, trade and bear the risk according to your own capital;  

all suggestions are for reference only, final decision still lies upon inves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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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           港金息口港金息口港金息口港金息口       Interest of HK Tael Gold                     2018年4月 
1 (四) -20 11 (日) ／ 21 (三) -20 1 (日) ／ 11 (三)  21 (六) ／ 

2 (五) -20 12 (一) -20 22 (四) -20 2 (一) +20 12 (四)  22 (日) ／ 

3 (六) ／ 13 (二) -20 23 (五) -20 3 (二) -20 13 (五)  23 (一)  

4 (日) ／ 14 (三) -20 24 (六) ／ 4 (三) 0 14 (六) ／ 24 (二)  

5 (一) -20 15 (四) -20 25 (日) ／ 5 (四) -20 15 (日) ／ 25 (三)  

6 (二) -20 16 (五) -20 26 (一) -20 6 (五) +20 16 (一)  26 (四)  

7 (三) -20 17 (六) ／ 27 (二) -20 7 (六) ／ 17 (二)  27 (五)  

8 (四) -20 18 (日) ／ 28 (三) -20 8 (日) ／ 18 (三)  28 (六) ／ 

9 (五) -20 19 (一) -20 29 (四) 0 9 (一)  19 (四)  29 (日) ／ 

10 (六) ／ 20 (二) -20 30 (五) ／ 10 (二)  20 (五)  30 (一)  

      31 (六) ／          

    

                                   
年份Year 價位Price tag 利潤 Profit 年份Year 價位Price tag 利潤 Profit 年份Year 價位Price tag 利潤 Profit 

2018 +US54 HK51,480 2011 +US$629.90 HK 491,322 2018 +US92 HK71,760 

2017 +US$264.5 HK 206,310 2010 +US$169.90 HK 132,522 2017 +US$277.5 HK222,690 

2016 +US$340.00 HK 268,320 2009 +US$428.00 HK 333,840 2016 +US$273 HK 206,700 

2015 +US$51.00 HK 39,780 2008 +US$386.00 HK 301,800 2015 +US$413 HK 322,140 

2014 +US$83.00 HK 64,740 2007 +US$266.40 HK 207,792 2014 +US$233 HK 181,740 

2013 +US$189.60 HK 147,888 2006 +US$189.00 HK 147,420 2013 +US$410 HK 319,800 

2012 +US$111.90 HK 87,282 2005 +US$298.50 HK 232,830    

 

Annual Profit of past years  投資策略往績 

每日一單 Daily Trading                                                 對沖單 Hed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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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數據之公佈        (有☆者為較重要數據，最高級別為 5 粒星)                 預測                   前值              

  15:30  英國哈利法克斯銀行房價[上月比] +0.4% +0.1%   

  16:30  Sentix 投資者信心 +24.0 +20.8   

即市新聞摘要 
美國總統特朗普昨天發出推文，相信中國將會取消貿易壁壘，雙方將就知識產權達成協議。美國官員態度有所軟

化。白宮經濟顧問庫德洛表示，與中國的貿易糾紛或在 3 個月內解決，但重申總統特朗普並非虛張聲勢。美國財

長努欽說，仍然有信心中美最終能達成解決方案，避免爆發貿易戰。特朗普的推文說:「不管發生什麼貿易爭端，

習近平主席和我將永遠是朋友。中國將會取消貿易壁壘，因為這是正確的決策。稅收將互惠，中美也將會就知識

產權達成一個新協議。兩國都有光明未來！」態度又突然友好。 

 

敍利亞大馬士革郊區東古塔地區的杜馬鎮周六遭受空襲，救援組織指責政府軍發動化武襲擊，估計最少有 70 名平

民喪生。美國總統特朗普昨日發推文，斥責俄羅斯總統普京和伊朗支持「畜牲巴沙爾」，指有人須「付出巨大代

價」。莫斯科則否認敍政府軍使用化武。杜馬鎮是敍反對派武裝組織控制的東古塔地區最大城鎮，也是東古塔地

區最後一個由反對派控制的城鎮。反對派武裝組織指政府軍向杜馬鎮投放一枚含有毒化學品的桶裝炸彈，民間救

援組織白頭盔指至少有 70 人死亡，白頭盔」推文說：「在避難所的多個家庭全家中毒死亡，中了毒氣窒息。」 

 

美國聯儲局主席鮑威爾上周五發表上任後首場個人演說，樂觀看待美國經濟前景的同時，重申維持循序漸進加息

的路向。至於引發金融市場動盪的中美貿易緊張升級，他認為對美經濟有否影響屬言之尚早。鮑威爾出席芝加哥

經濟俱樂部發表演說時重申，儘管工資增長和通脹仍低於儲局 2%的目標，但認為美國經濟前景強健，而在經濟仍

處於恰當上升軌道時，有需要繼續緩步加息。對於中美貿易紛爭不斷升級、引發金融市場動盪，鮑威爾僅輕輕帶

過，指貿易紛爭最終會否拖累持續增強的美國經濟，目前來說仍言之尚早。聯儲局上月作出今年首度加息的決

定，並預期年底前再加息兩次。華爾街對儲局今年可能共加息 4 次的敏感度增加；部分看法在於，今年可能會出

現美元疲軟、油價上漲以及全球主要經濟體同步增長，再配合失業率下滑、工資上升及就業穩定向上，可能刺激

美國通脹升溫。 

 
三藩市儲銀行長威廉斯則在另一場合發表演說，稱中美貿易紛爭可能發展成真正貿易戰的可能，令他徹夜難眠，

並警告可能拖慢美國經濟增長、促發通脹飆升和生產力下降。不過，他淡化部分人士憂慮中國可能以大舉拋售美

國國庫債作為談判籌碼的可能，稱中國這樣做對自身也會構成損害。威廉斯剛獲選任為下一任紐約儲銀行長，意

味他同時會成為儲局貨幣政策制訂委員會的副主席和當然表決委員。 

 

德國西部大學城明斯特市上周六下午有汽車撞向人群，最新數字為兩人死亡，20 人受傷，部分傷者危殆，司機事

後吞槍自殺身亡。警方調查後證實，疑兇是該市居民，現年 48 歲，有精神病紀錄，當局指無迹象顯示事件與伊斯

蘭極端分子有關。 

 
德國當局逮捕 6 名嫌犯，他們疑似要在柏林半程馬拉松賽展開「暴力犯罪 」陰謀。這項賽事吸引 3萬 6000 名跑者

參加。檢方和警方聲明指出，接獲「不同的跡象顯示，週日被捕，年齡介於 18 到 21 歲的人士，可能涉及策劃一

起 跟這項賽事有關的暴力犯罪」。 

 

參加博鰲亞洲論壇的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表示，中美貿易戰「對任何國家來說，都沒有好處」，並且呼籲中國進一

步開放商品和服務市場，放寬入華外資條例。 

 

 
恒指 ：30027.50    +177.32                   上證綜指： 3123.20   -7.76               道指 ：23932.76  -572.46 

Hang Seng Index (10:00am)                   Shanghai Composite (10:00am)                Dow Jones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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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3 月份非農業就業人數，最新公布為 103k，市場預期由最低的 112k 至最高的 225k，加權平均值為

175k。上次為 313k，經修訂後為 326k. 失業率持平在 4.1%，與市場預期相符。 

 
 
 
 
 
 
 

 
 
 
 
 
 
 
 
 
 
 
 
 

US  Midterm  Election (1) 
 

During the Sino-US trade war, the first shot of China aimed at Ohio, the stronghold for midterm election of 
Donald Trump. It is a shortcut to press down Trump. Both sides understand in order to be in a better position 
of negotiation, must have strong background and must hold every card first. 
 
Things that done by Trump at this stage, people realized it is for a great extent to pave way for midterm 
election. Trump must win in midterm election so as to control the congress, or else he could not carry out his 
policies effectively. In turn if Trump wants to win in the 2020 general election, it is better for him to win the 
2018 midterm election so as to pave a bright path. The opponent in the general election is quite strong. 

Andrew Yang is having an ace in the hole (殺手鐧), his proposal is to send every American US$1,000 

monthly. This will be a record breaking policy; surely will attract quite a number of votes.  Therefore Donald 
Trump must prepare well to fight this tough battle. 
 
In the trade war, Trump turned up to be a victim. He blamed this large trade deficit is made by the previous 

presidents and not him. He is only responsible for picking up the pieces (收拾殘局). When people said there 

is no winner in trade war, he just disclosed that US has already lost 500 billion trade deficits and had nothing 
they could not afford to lose. Take care, he felt so bent and twisted. Beware of hemorrhage! (爆血管)  

                                                                                                                                            (……to be continued) 

 

Even stock market has great ups and downs, even USD and petroleum keep on sluggishing, gold price is still 

on its track of 100 WMA, slightly moving up in the rectangular shape. For any breaking news, better watch 

the Twitter of Trump. Try to buy up at this stage. 

是日阻力位 Daily resistance 1348 – 1353                是日支持位  Daily support 1320 – 13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