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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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US  Midterm  Election 

 

所謂中期選舉，其實就是選國會議員，分別是參議院和眾議院都要同時選舉。因為美國用除了是

總統制外，還是用雙議院制度，即凡重要議案均要參議院及眾議院通過方可執行，藉此去監察元首。

他們自認這政制是最完善的，即總統制加雙議會制。中、港、台、澳都是用單一議會制；英國與日本

則是最著名的議會制國家，而且他們都是用雙議院制的。 

 
所謂總統制是選一位能者出來做領導人，以人為單位。歐洲的議會制，是以多數黨的黨主席自動

成為元首，是以黨為單位。中東的政教合一制，即沙地及伊朗等，國王、首相、油王、宗教領袖、精

神領袖都是同一人，更是世代相傳無需選舉的。但歐洲的國王及日本之天皇，都只是公關經理而已。 

 

歐洲的議會制好處是多數黨一定可以控制大局，不會像美國出現跛腳鴨政府。美國的總統制，若

然在中期選舉失利，被反對黨佔了過半數據議席，就會成為跛腳鴨政府；這事如果在歐洲發生就需自

動下台。但美國的總統被視為能者，仍然可以執政，就給予他補考的機會，只不過要受反對黨加強監

管。歐洲的議會制有可能是只在黨內的選舉勝出成為主席就可以做首相，又或黨主席可以讓位給另一

人做主席。如現英國首相文翠珊及前首相白高頓都未經大選而執政，因為首相讓位之故。卡梅倫是在

2015 年大勝出成首相，後來因英國脫歐而引咎辭職；而黨內文翠珊的競爭對手自動退選，因此她未經

大選也未經黨內選舉而按例成為首相。總統制則可杜絕這些私相授受情況，一定要經大選才可登基。 

 

美國是用雙議院制度，眾議院共 435 個議席，按每州之人口分布比例而構成，任期只有兩年。但

參議院只有 100 個議席，每州只佔 2 席，任期 6 年，每隔兩年選 1/3 議席。這就叫中期選舉，即參議院

和眾議院都在選議員。由是觀之，參議員的地位的確比較高崇。 
 (待續) 

有關敍利亞戰事，如今俄羅斯是派兵支持政府軍，土耳其支持反抗軍。美國則領導由 30 國家組成的 CJTF 部隊

支持反抗軍及清剿恐怖份子。因為只有 4,000 名美軍，所以不叫戰爭而只叫軍事行動。傳言美國要出兵則可能是數以

萬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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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海陸空 3 軍最高統帥是總

統，不是國會或白宮，要看出兵的最新及最快消息，就要看特朗普之推文而非白宮、國會網站或任何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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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６ 

Previous Day 上日利潤 －４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５８ 

Daily Trading :                                                            Profit At  獲利           Stop Loss 止蝕        

每日一單：                1340.00               1352.00                       1336.00 
                         

Hedging: (Buy & sell simultaneously)  1340.00               1352.00                       1336.00 

對  沖 單：(同時買入及沽出)                   1339.50               1327.50                       134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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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19 (四)  29 (日) ／ 

10 (六) ／ 20 (二) -20 30 (五) ／ 10 (二)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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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58 HK45,240 2011 +US$629.90 HK 491,322 2018 +US76 HK59,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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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0  貿易餘額  ☆☆ -123.25 億英鎊 -119.00 億英鎊   

  20:30  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月比]   ☆☆☆ +0.2% +0.0%   

  22:30  EIA 原油庫存[上週比]   ☆☆ -4617kbbl -1041kbbl   

即市新聞摘要 
白宮宣布，美國總統特朗普取消預定本周稍後展開的首次拉丁美洲之行， 原因是他要"監督美國回應敘利亞的

行動"，因他正在衡量對敘利亞採取什麼軍事行動。副總統彭斯將代表正總統前往秘魯，出席美洲在首都利馬

舉行的第 8 屆美洲高峰會，以及訪問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昨天在博鰲亞洲論壇開幕儀式發表講話，宣布 4 項「擴大開放重要舉措」，包括放寬金融

業市場准入和降低汽車關稅；他又不點名批評美國在貿易方面採取保護主義，又要求「發達國家」在高技術產

品貿易停止人為設限。 

 

北韓領袖金正恩打破沉默，首次確認計劃與美國總統特朗普舉行峰會，就朝鮮半島無核化問題對話。金正恩又

證實打算於本月 27 日與南韓總統文在寅會面，是兩韓歷來第 3 次峰會。特朗普亦表示，計劃在 5 月或 6 月初與

金正恩會面，期望可就北韓無核化達成協議。美國官員則證實，美方已直接從北韓當局口中，得知朝方願意談

判朝鮮半島無核化。 

 

臉書創辦人朱克伯格現身國會與部分議員會面，民主黨的參議院商務委員會成員尼爾遜在會後指，朱克伯格認

真對待聽證會，盡力做到直率誠實。眾議院能源及商業委員會披露朱克伯格的書面證詞，朱克伯格在書面證詞

中承認 fb 犯了大錯，沒有做足夠工作來防止用戶資料被不當使用，以致出現假新聞、外國干預選舉、仇恨言

論，也被開發者利用致用戶的私隱不保，「這是我的錯，對不起。我創立了 Facebook，我營運它，我會對所發

生的事負責。」對俄羅斯干預美國總統選舉，朱克伯格承認過去反應太慢，會努力改善及繼續與政府合作，確

保全球選舉廉潔自由及公平。公司會成立獨立委員會，研究社交媒體如何影響選舉及民主。 

 
敍利亞杜馬鎮上周六受到毒氣炸彈襲擊，當地 1 戶 11 人家庭被發現全家伏屍浴室。毒氣炸彈擊毀他們的四層

居所之後，父母曾試圖沖洗子女皮膚上的化學物，但屋內毒煙瀰漫，致使他們吸入毒氣身亡。 

 
歐洲數個主要機場昨日受到罷工影響而癱瘓，德國漢莎航空和法國航空公司都遭到波及，導致數以萬計的旅客

受困滯留。 

 
由於美中貿易緊張關 係緩和，國際油價今天收盤大漲。 紐約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級原油 5 月交割價大漲 2.09

美元，以每桶 65.51 美元作收。倫敦北海布倫特原油 6 月交割價大漲 2.39 美元，收在每桶 71.04 美元。 

 

美國聯儲局提出新規則，或允許部份銀行減低資本要求。聯儲局指，新資本標準為「壓力資本緩衝」，對於被

列入前 30 間的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GSIB）而言，新規則可能令這些銀行要略為提高資本要求，而非 GSIB

銀行的資本金要求或會減低。聯儲局預計，有關提議或在明年生效，銀行及相關機構有約 2 個月時間對提議發

表意見。今次是經歷 10 年金融危機之後，美國在銀行資本標準方面的首個改革。 

 

 

恒指 ：30866.46    +145.33                   上證綜指： 3190.32   +52.17               道指 ：24408.00  +428.90 

Hang Seng Index (10:00am)                   Shanghai Composite (10:00am)                Dow Jones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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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2017 年在美國投資減少了 36%。上圖為過往 13 年中國在海外的投資，可下載並點擊進入看明細表。 

Chinese investment in US dropped 36% in 2017, the above chart shows the worldwide Chinese investment in the past 13 
years, please download and click inside for all breakdowns.       http://www.aei.org/china-global-investment-tracker/ 

 
 
 
 
 
 
 
 
 
 
 
 
 
 
 
 
 
 

 
 
 

 
 
 

US  Midterm  Election (3) 
 

Midterm election actually is voting for the seats in the House and Senate; there are 435 seats in the House 
with a term of 2 years allocated according to the population of each state. As for Senate, there are only 100 
seats for 6 years, each state only allocated 2 seats. There will be a vote for one-third of seats in Senate every 
two years. The establishment of congress is to supervise the president, for every important bill must be 
passed by Congress before signing by the president. 
 
The US said that presidential system is the best political system in the world for they are electing a capable 
person to be leader and still will supervise him not going too far. The congress system in Europe assigns the 
majority party leader automatically to be prime minister. While in Middle East, everything concentrates in 
the same person, the king is prime minister as well as religious leader and oil tycoon.  
 
While in the UK, the system allows the party leader to give way to successor without election, the current 
Prime Minister Teresa May and former Gordon Brown came into office without any election according to the 
rules fixed. But the majority party leader is surely the strong leader; anyone who loses over half of seats in 
congress must step down, and would not generate lame duck government as in US. 

                                                                                                                                            (……to be continued) 

For war in Syria, Russia is supporting the government army, Turkey supporting revolution army. The US is 

leading a collision of 30 countries known as “Combined Joint Task Force” to fight against Syrian 

president as well as terrorists. Since the US only has 4,000 people so they just called it a military action and 

not a war. Now people said Trump is going to send an army to start a war should be at the level of 5 digit 

people. Watch out! Keep an eye on the Twitter of Donald Trump if you want to get the fastest news of war 

and peace, it surely will be faster than the website of White House, Capitol Hill and any other news agencies.  

是日阻力位 Daily resistance 1352 – 1357               是日支持位  Daily support 1328 – 13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