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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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US  Midterm  Election 

 

何謂中期選舉？為何要設置中期選舉？中期選舉作用到底有多大？ 

 
所謂中期選舉，是美國在兩次大選之間的國會選舉。原意是由國民評估總統過往兩年的政績是否

符合民意，若不合民意則以國會去制肘餘下兩年的任期的施政。失利則成為跛腳鴨政府，得勝則可以

替下屆大選舖路，無論是現總統連任或任滿也可以替黨內繼承人舖路。所謂跛腳鴨政府是美國政壇的

獨有產品，因為總統制是他們發明的，有別於歐洲的議會制及中東的政教合一制。為何近年美國大選

及中期選舉會那麼重要？到底影響有多深多遠？為何要有中期選舉？那就要抽絲剝繭，從根本說起： 

 

簡單而言，是要監察元首，制肘權力過大的元首，也要迫元首吸納不同意見以冀使國家更為進

步。他們不會把元首看作奉天承運的天子，元首也是凡人；所以便要以不同形式去監督、鞭策、以冀

他可推出更最廣受歡迎及更利及全民之政策。美國是一個集大成的國家，集合不同民族的人士去立國

及建國，也要集合優質的智慧而更上一層樓。這方面他們的表現不錯，因此成為了科技、軍事及經濟

之第一大國。但強者也有末落、崩潰及倒退的一天；也有敗陣之時！正如在貿易平衡方面，他們就成

為了逆差最大的失敗國，不過這場敗仗，可說是最光榮的失敗，因為只有他們才輸得起。 

 

金無足赤、人無完人！若然元首犯了重大錯誤，當然可以罷免他。但若是日常施政不合民意又如

何？總不能天天都提請罷免議案那麼勞民傷財。如有人認為特朗普之關稅政策會引起報復行動而使產

品成本高漲令國內物價沸騰、又或認為他對北韓之核危機過度強硬而導至第 3 次世界大戰、又或認為

美國槍械泛濫成災而危及蟻民生命那又如何？即使策動百萬人遊行示威他也可以視若無睹，就算請人

像長毛去叫喧或擲香蕉他也有權不理。但若是像中國在中期選舉攻其票倉，就不得不理了！ 
(待續) 

美匯牛皮，美股跌完又升，升完又跌。反覆往來仍未找到方向感。要觀看各方對關税戰之表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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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回要看黃金比率定下

跌時最低位。金在上落市中仍是偏軟。此時宜天天清貨，不要將風險帶到下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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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４ 

Previous Day 上日利潤 －４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６２ 

Daily Trading :                                                            Profit At  獲利           Stop Loss 止蝕        

每日一單：                1335.00               1323.00                       1339.00 
                         

Hedging: (Buy & sell simultaneously)  1335.50               1347.50                       1331.50 
對  沖 單：(同時買入及沽出)                   1335.00               1323.00                       13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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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ll at once現水位沽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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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62 HK48,360 2011 +US$629.90 HK 491,322 2018 +US84 HK65,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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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0  生產者物價指數[上月比]   ☆☆☆ +0.2% +0.1%   

  20:30  核心生產者輸出物價指數[上月比]  ☆☆☆ +0.2% +0.2%   

  22:00  批發庫存[上月比]  ☆☆☆ +1.1% +0.8%   

即市新聞摘要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網 Twitter 表示，有信心中國將放下貿易壁壘，又稱與國家主席習近平永遠是朋友，中

美將會就知識產權達成協議，為貿易戰憂慮降溫。貿易戰有和解之象。 

 

國家主席習近平今日將在海南博鰲論壇發表演講，預料宣布一系列改革開放新措施，並重申捍衛全球自由貿

易。外交部昨天否認正與美方就貿易摩擦進行談判，稱在當前情況下，兩國不可能進行任何談判，又說「有信

心笑到最後」。美國總統特朗普昨天再度在 twitter「喊冤」，稱中國汽車出口到美國只須繳 2.5%的關稅，但美

國汽車出口到中國就要繳 25%的關稅，這是「愚蠢貿易」非「自由貿易」。 

 

中國金融 40 人論壇高級研究員哈繼銘表示，中國與美國之間的貿易戰不會真打起來，雙方會坐下來談判，但

雙方均要釋出誠意。他認為即使美國加徵關稅，仍不會達到減少中美貿易逆差的結果，並預計明年貿易逆差會

繼續擴大。 

 
美國最新一輪針對俄羅斯寡頭大企業特別是俄鋁（Rusal）的制裁行動，目的是想重創俄國的經濟，但莫斯科千

里以外的銀行和大企業也感到困擾和痛楚，主要是俄鋁是美國鋁材的第 2 大供應商，部分大銀行為免違法，已

停止與俄鋁有關的交易，倫敦金屬交易所（LME）雖表示會繼續交易俄鋁的鋁材，但恐怕國際買家有所卻步。

俄鋁目前佔全球鋁材供應不到 6%，但卻是中國最大供應商，同時是美國第二 2 大供應商，僅次於加拿大，有

超過一成的鋁材產量出口到美國市場，約值 1 萬億美，如今要另謀出路。 

 

聯合國安理會召開緊急會議，討論敘利亞的懷疑化武襲擊。這宗襲擊導致至少數十名平民死亡，當中很多是兒

童。美國在安理會提出，對這宗襲擊進行獨立調查；不過，這項建議遭受俄羅斯反對，俄方認為美國的建議，

包括很多不能接受的元素。安理會 15 個成員國當中，有 9 個要求緊急開會，包括美國、英國和法國 3 個常任

理事國。 

 
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他會在下月或者 6 月初，與北韓領袖金正恩會面。這次是特朗普首次透露，兩人可能要

到六月才會面。特朗普強調，美國同北韓確實會舉行這次首腦會議。 

 
社交網站 facebook 總裁朱克伯格將於周二至周三分別到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及眾議院能源及商業委員會，就劍橋

分析挪用 8,700 萬名 fb 用戶資料一事作供，他據報周一會先與部分議員會談。朱克伯格料會在證詞中，承認需

要為事件負責，並承認未能及時掌握受影響人數。據報朱克伯格已聘用律師團隊及專家協助上特訓班練習應

對，更建立 500 人的公關團隊應付。共和黨參議員甘迺迪表示，朱克伯格可能被猛烈質詢，但國會不是想消滅

fb，而是想解決用戶私隱與假新聞問題。 

 

敍利亞東古塔城鎮杜馬上周六疑遭化武毒氣攻擊，造成數 10 名平民死亡後，敍利亞中部霍姆斯省一個空軍基

地遭導彈空襲，造成 14 人死亡。 

 

 
恒指 ：30486.25    +257.88                   上證綜指： 3115.58   +7.28               道指 ：23979.10  +46.34 

Hang Seng Index (10:00am)                   Shanghai Composite (10:00am)                Dow Jones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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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貿易赤字，以百美元顯示。 

 
 
 
 
 
 
 
 
 
 
 
 
 
 
 
 
 
 
 

 
 
 
 
 
 

US  Midterm  Election (2) 
 

What is midterm election? Why there should be a midterm election? What are the functions? 
 
It is an election of Congress between the two general elections, actually can be considered as an evaluation of 
the president, whether his policy is accepted by general citizens. If the president can win more seats in the 

congress, then it is a strong government, or else will be known as a lame duck government (跛腳鴨政府). 

When the president wins, his policies can be carried out easily and if the opposition party wins, then his 
policies would be harder to be passed by congress. No matter how good his ideas are, must be passed by 
congress in order to be carried out. So his policies would actually affect the evaluation of the future two 
years. It is believed that this election is paving a way for the next general election. 
 
Western people would not consider the president is Son of Heaven as in ancient China. So they will try all 

means to supervise this servant of the public. To err is human (人無完人), if the president commits serious 

offence, of course can call for impeachment, but if just dissatisfied with daily running, it is simpler to use 
midterm election to supervise and limit his power.  Just like is anyone does not agree with his current tariff 
war, or the attitude against North Korea, or problem of gun violence, it is impossible to call for impeachment 
every day, but can use the midterm election to tell him to take care, or else next tem will be overwhelmed by 
another candidate in the general election.  

                                                                                                                                            (……to be continued) 

The USD Index is in sluggish, but stock market goes up and down vigorously, still no definite direction, still 

have to wait for the attitude of tariff war on all sides. As for the downtrend of gold price, can use the 

Fibonacci series to fix it, better clear up all positions every day, do not carry the risk to next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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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