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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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US  Midterm  Election 

 

民選總統原意就是要選一個最多人認同的領導人出來，但這只是靠大選時之政網描述。日後是否

做足功夫？能否貫徹到底？抑只有 3 分鐘熱度？基本上很多施政細節都不能在政網中一一羅列；所以

才要國會去監察元首。另一方面，當國會進行監察之時，他們也要防止議員之權力過大而妨礙元首之

工作。凡議案一定國會通過始可由總統簽署，但議員也是凡人不是神仙；所以也用更短的任期去限制

議員之權力；中期選舉是同時可以制肘元首及議員之過大權力，可謂之一舉兩得。 

 
英國首相大部份都是出身自下議院，因下議員任期是 5 年，美國眾議員是 2 年。美國總統若是出

自議員的，大部份都是參議員(任期 6 年)，而歷來只有 1 位是眾議員(任期 2 年)，就是鼎鼎大名的林肯

總統。任期短的原意是要他們在最短時間之內做最多的事，也防止在崗位時間拖長後豎立了個人勢力

而阻撓其他人的運作。至於若要將總統拉下台，分別有兩個途徑，就是彈劾與罷免，但有何不同呢？ 

 

彈劾是指犯了嚴重罪行如叛國或受賄時才適用。1998 年克林頓之性醜聞案不是說他沾花惹草，而

是懷疑他們在事件出作假證供妨礙司法公正，但彈劾因證據不足未被通過。1974 年尼克遜的水門事

件，並非說他派人裝偷聽器的是是非非，而是他阻止國會去調查事件，妨礙司法公正。由於證據確

鑿，在表決彈劾前夕尼克遜自動請辭。但若然領導人沒有犯罪，光是不滿意他的政績又未到任滿之期

怎樣去制衡？可用罷免議案，即用選票將元首拉下台。在歐洲和日本則是叫不信任投票，日本是用得

最多的大國，最為勞民傷財。因此大部份首相任期都只有 1 年，叫元首怎樣去施展百年大計？但美國

的罷免議案只有在個別州份執行過，總不能像日本年年都去換領導人。他們的總統即使中期選舉落

敗，也不用像日本那樣馬上下台。但若在國會失去過半數議席，議案被通過機會就難很多。這就是加

緊監管，取代了動不動叫人下台又來大選那麼擾民的狀況。美國的中期選舉就取代了總統罷免議案。 
 (待續) 

美國若要與盟友懲罰敘利亞，本來是輕而易舉，因為還有一個俄羅斯插手，關係微炒。若然觸怒俄斯除可

能引發大戰後，俄軍是敵也是友，他們也協助西方國家清剿伊斯蘭國。根本是多方陣線在相互交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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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已即時替天行道，先於西方國家空襲

了敘利亞，美國如何處置？要最新及最快消息，釘緊特朗普之推文。金價是否突破橫行區，就看下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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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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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21 (六) ／ 

2 (五) -20 12 (一) -20 22 (四) -20 2 (一) +20 12 (四)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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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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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0  貿易收支 (經季調) ☆☆☆ +199 億歐羅 +202 億歐羅   

  22:00  JOLTs職位空缺 ☆☆☆ 631.2 萬宗 606.5 萬宗   

  22:00  密西根大學消費者信心指數 ☆☆☆ 101.4 100.5   

即市新聞摘要 
 白宮今天表示，特朗普會晤國家安全團隊後，尚未就如何回應敘利亞疑似化學武器攻擊的事件作出「最後決

定」。 特朗普今天稍後將與法國總統馬克龍和英國首相文翠珊通話，討論盟國可能 採取的行動。美國前總統卡特

說，祈求總統特朗普維持美國和平，在涉及北韓、敘利亞和俄羅斯問題上，避免採取軍事行動。93 歲的卡特接受

美國傳媒訪問時說，即使是規模較小的軍事行動，都是危險的事。 

 

英國傳媒消息指，首相文翠珊將繞過國會，直接下令核潛艇發射巡航導彈。有傳英國皇家海軍一艘核動力攻擊型

潛艇進入向敘利亞發射戰斧巡航導彈的位置，最快於可以今天發動攻擊。反對黨工黨亦支持文翠珊之行動，但稱

為免與俄羅斯爆發軍事衝突，傾向支持一次性攻擊方案。即若有第 2 波攻擊應經國批準。 

 
西方可能空襲的消息傳出後，在敘利亞的人道救援組織指，政府軍從主要國防設施撤離，包括機場和空軍基地。

俄羅斯軍方表示，周四將派遣軍隊到杜馬市，確保當地安全，重申美國對俄羅斯的指控「虛假」。 

 
美國總統特朗普指示高階幕僚，若能達成「較佳」協議，便研究重新加入擁有 11 個會員國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TPP）。他在競選總統時反對 TPP ，並在去年入主白宮後迅速退出這項協定。 

 
解放軍將於下星期三，在台灣海峽水域進行實彈射擊演習。美國國務院表示，反對任何一方單方面改變現狀，包

括採取武力或其他形式的強制手段，美國對中國日益增長的軍事能力，以及缺乏透明度的戰略意圖表示關切。 

 

英國政治顧問公司「劍橋分析」被揭不當挪用八千七百萬個 facebook 用戶的個人資料。facebook 創辦人朱克伯格

周三連續第 2 天出席美國國會聽證會解畫。他承認連他自己的個人資料也被賣給「惡意第三方」。他又說，立例

加強監管社交網站是「不可避免」的，但敦促議員在考慮推出甚麼監管措施時，審慎行事。 

 

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他與北韓領袖金正恩的會談正在安排之中，相信會面將會很出色，並抱著非常尊重的心態

參與會面，正期待會面進行。特朗普又讚揚中國在解決朝鮮半島問題上，提供很大的幫助。 

 

國家主席習近平周二在博鰲論壇宣布擴大開放舉措後，美國總統特朗普也在社交網站示好，感謝習近平的友善講

話。雖然外界對兩國貿易糾紛的憂慮有所降溫，但中國商務部發言人高峰昨天說，目前中美官員沒有就經貿摩擦

進行任何談判，並說目前美方的行動沒有表現出任何談判誠意。 

 
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中美貿易談判進展順利，正在要求中國公平對待美國農產品，相信中方會公布更多開放市

場措施，消除貿易壁壘。特朗普強調，中美關係良好，不會將兩國貿易之間的問題形容為貿易戰，而是貿易談

判。 

 

正在訪港的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Rodrigo Duterte）表示，對於 2010 年馬尼拉人質事件，以總統身分正式向香港

人道歉。 

 
 

恒指 ：30919.50   +83.18                   上證綜指： 3190.64   +10.46               道指 ：24483.05  +293.60 

Hang Seng Index (10:00am)                   Shanghai Composite (10:00am)                Dow Jones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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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Midterm  Election (5)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impeachment (彈劾) and recall election (罷免)? When one can understand this, he can 

surely know the essence of midterm election. 
 
Impeachment denotes a serious crime committed by the leader such as bribery or treason. In 1998, Bill Clinton faced a 
sexual scandal of impeachment. His love affair with staff of White House is not a serious crime, but he was accused of 
giving fraudulent witness to Congress to prevent the course of justice. Ultimately because of insufficient evidence he 

was set free.  In the Water Gate Scandal of 1974, Richard Nixon was not accused of installing eavesdropper (偷聽器), 

it is just a matter of gossiping. But be blocked the investigator of Congress to carry out their investigation, again 
preventing course of justice. Because of full evidence, he resigned on the eve of resolution of Impeachment.  
 
When the leader commits no crime, people just dissatisfied with his policies, what should they do? In Europe they can 
call for a “vote of no confidence”, and to use their votes to pull down the leader. In major countries, Japan is the one 
that used this most; therefore the average ruling time of each prime minister is just over one year. Poor kids! In the US 
this only happen in individual states, but for the president it is modified as midterm election. That is to use the election 
of congress to supervise the president. If his policies are welcome in the past two years, he surely can win more seats in 
the Congress, then the next two years he can carry out new policies effectively and easily or else vice versa. Anyway it 
is better than Japan, where most prime minister has only one year to work, what policy can they carry out effectively? 

                                                                                                                                         (……to be continued) 

 

The case in Syria is quite subtle. US and allies can attack Syria and hurt them easily, but Russia is backing up Syria, 

people afraid of arousing major war between Russia and western countries. Actually, Russia is also in the same 

frontier with US to fight against terrorist. But Israel had already bombarded Syria on the next day of chemical attack 

and formed another frontline. Too many sides are fighting each other; watch the Twitter of Donald Trump for latest 

news on Syria. Whether gold can have a breakthrough of the current rectangular shape will be clarified next week. 

是日阻力位 Daily resistance 1355 – 1360               是日支持位  Daily support 1325 – 1330 

Invitation to universities worldwide 
Now we are launching out an invitation to universities worldwide for co-operation of financial internship 
with our group. Our current program is unique in this city which lasted for over 10 years and it is 
recognized as part of degree course of famous US universities. The Chief Mentor is awarded by world class 
university on running this program. For details please enter into our company’s web. 
Invitation details: http://www.31552222.com/en/training/%E5%AD%B8%E7%94%9F%E5%AF%A6%E7%BF%92%E5%9C%98/ 

Content of 38 pages: http://abullion.hk/wp-content/uploads/2017/12/Internship%20Impossible%20Dream.pdf 
Email inquiries welcomed:  Daniel.yue@sincerehk.com 

 

向全球各大學發出公開邀請向全球各大學發出公開邀請向全球各大學發出公開邀請向全球各大學發出公開邀請    
 
 

本集團現向全球各大學發出公開邀請，共同舉辦金融實習團。現有之實習團已有十多年歷史，亦是

本港唯一被美國大學認可之學位課程的一部份。首席導師亦因主持此項目而被世界級大學頒贈獎

狀。詳情請參閱本公司網站(簡體字版)： 

邀請詳情：http://www.31552222.com/zh/training/%E5%AD%B8%E7%94%9F%E5%AF%A6%E7%BF%92%E5%9C%98/ 

內容 38 頁 ：http://abullion.hk/wp-content/uploads/2017/12/Internship%20Impossible%20Dream%20(Chinese).pdf 

歡迎以電郵查詢: Daniel.yue@sincereh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