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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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US  Midterm  Election 

 

美國參議員擁有崇高地位，而且是民選出來的，任期是 6 年。是政壇上的紅不讓，若被拉角去出

任其他職務，就要進行補選。英國上議院則是由策封為貴族的人出任議員，是終身制的。末代港督彭

定康於 1997 年卸任，先出任歐盟外交事務專員後牛津大學校監，由於表現出色，被策封為上議院之終

身貴族，也是永遠都是上議員，與鐵娘子戴桌爾夫人同級數。相比之下，美國參議員只有 6 年時間來

表現才華，這也是以任期限制他們的權力過大以及迫他們在最短時間內有最佳的表現。 

 
參議員是每 2 年改選 1/3，因此到了第 5-6 年任期的人，被稱為資深參議員，所謂"資深"不是傳媒

給予抬舉的形容詞，而是一個職級的名稱。而參議員不少被提名做其他事務，如參選總統、副總統或

州長，委任為國務卿、財長或駐外國大使等，按例都要自動請辭，以免像中東一樣一個人可以兼任國

王、首相、油王及宗教領袖的權力集中。2008 年的大選後，有數名參議員需請辭履任新職，是奧巴馬

當選總統、拜登副總統、希拉莉委任為國務卿，都需於上任前請辭。而奧巴馬更於大選後迅即請辭以

便即時成立候任總統辦公室去處理過渡期工作；奧巴馬是在第 4 年參議員的任期當選總統的。 

 

不但參議員經常要補選，眾議員也要補選的。今年 3 月，特朗普就是在賓夕法尼亞洲的眾議院補

選拉票中，宣布他會角逐 2020 年總統連任。上任後第 14 個月就要為連任舖路，也是挺忙的呀！因為

該州是他的票倉，共和黨眾議員因墮胎醜聞而請辭，才要補選，但民主黨領先優勢甚大，所以總統先

生特別飛至該州拉票，以免鐵票被動移會影響中期選舉及下屆大選。因為下屆總統的競選對手楊安澤

有史無前例的殺手鐧，就是向每位國民每月派錢 1,000 美元，這招不易抵檔！所以特朗普不敢怠慢，提

早宣布參選連任。因此可以看出民選總統，實在化了不少時間在競選之上，包括中期選舉，連任選

舉。而不少總統在當選後，都要辭退當前職務，不管是否公職都要請辭去專心準備履任，影響頗大。 
(待續) 

敘利亞戰事始於 2011 年，黃金不升反跌，展開大熊市。2016 年初聯合國宣布敘利亞和談及實施停火，金

價不跌反而按本刊預測 "千金散盡還復來"，展開大牛市至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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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聯軍聲稱此次空襲乃一次性行動，宜加緊留意俄羅斯之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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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7.00               1359.00                      1343.00 
                         

Hedging: (Buy & sell simultaneously)  1347.00               1359.00                      1343.00 

對  沖 單：(同時買入及沽出)                   1346.50               1334.50                      13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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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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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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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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0  紐約州製造業調查指數 ☆☆ +22.5 +18.6   

  20:30  零售銷售額[上月比]  ☆☆☆ -0.1% +0.4%   

  22:00  企業庫存[上月比] ☆☆ +0.6% +0.6%   

即市新聞摘要 
中東戰雲再起。敘利亞阿薩德政府被指發動疑似毒氣襲擊，美、英、法 3 國以此為由，於上周五晚發動空襲，

逾百枚導彈摧毀了敘利亞 3 大軍事設施，至少 6 名平民受傷。美、英、敘等多地有反戰人士集結抗議。國際組

織已進駐敘利亞，調查疑似化武襲擊。敘利亞 3 個軍事目標遭到攻擊，分別是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市郊的一個

科研中心；霍姆斯市西部的 1 個化學武器庫，以及該市附近的化武裝備庫和指揮室。美國傳媒公布的影片及衞

星照片顯示，空襲將這 3 個地方夷為平地。據敘利亞官方統計，至少 6 名平民在襲擊中受傷。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 海利今天表示，有鑑於俄國的敘利亞盟友據信進行化武 攻擊，美國將對俄國實施新的制

裁，目標鎖定向敘國政 權提供化武相關設備與其他物資的企業。 海利接受美國哥倫 比亞廣播公司政論節目

「面對全國」訪問表示，財政部長梅努欽將於 16日宣布對俄國的新制裁。 

 

敘利亞政府軍被指涉嫌於上周在杜馬鎮發動疑似化學武器襲擊。美國官員周六表示，美方相信敘軍對平民使用

了氯氣和神經毒劑沙林。國際監察機構禁止化學武器組織周六抵達敘利亞，調查當地是否受到過化武襲擊。 

 

敘利亞增派部隊與首都大馬士革以南的「伊斯蘭國」武裝分子戰鬥。人權組織表示，敘利亞政府軍計劃奪回由

「伊斯蘭國」控制的雅爾矛克難民營及鄰近幾個地區。較早前，敘利亞政府軍與包括極端武裝在內的反政府軍

在杜馬激烈戰鬥，據報在東古塔的武裝分子被敘利亞軍完全驅逐。人權組織表示，相信有 2 萬多人，包括 7 千

名極端武裝離開杜馬。有消息表示，俄羅斯軍警亦進入杜馬。敘利亞軍方形容，在杜馬及東古塔取得勝利，完

全將當地恐怖主義消滅。 

 

在美朝計畫於 5 月或 6 月舉行峰會之前，美英法空襲敍利亞，為地球另一端的北韓帶來了壓力。眾多觀察家和

傳媒分析人士認為，北韓正在密切關注特朗普對敍利亞空襲，因為美國如何處理敍利亞問題，可能作為特朗普

下一步解決北韓問題的參照。研究員說，空襲可視為向北韓領袖金正恩發出的警告。 

 
美股上星期上升，科技股升幅較大，納斯達克指數累積上升 2.8%，道瓊斯指數升 1.8%，標普 500 指數升 2%。

聯儲局星期三發表經濟報告褐皮書預料亦是市場另一大焦點， 

 
美國財政部上周五發布針對主要貿易夥伴的《國際經濟和匯率政策報告》，美國的主要貿易夥伴均未操縱貨幣

匯率，但將中國、日本、德國、南韓、瑞士、印度 6 個國家列入匯率政策監測名單。其中，印度是此次新被列

入這一名單的國家。報告指出，在 2017 下半年，中國的經常項目順差佔 GDP 的比重，從 2016 下半年的 1.5%

下降至 1.4%，達到 960 億美元。從 2017 年全年來看，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總體呈現上升趨勢，這減少了中國

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進入 2018 年以來，人民幣繼續走強，在過去 3 個月已經上漲 3.7%。美國財政部在報告中

強調，中國應該兌現在 G20 會議上的承諾，控制競爭性貶值，同時使其匯率及外匯儲備管理更加透明。美財長

姆努欽表示，美財政部將持續致力於構建自由、公平、互惠的貿易環境，確保美國工人和公司在國際競爭中處

於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美財政部將繼續監控和打擊不公平的匯率行為，支持美國扭轉巨額貿易逆差的局面。

美國上一次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還是在 1994 年前總統克林頓在任期間。 

 恒指 ：30462.64   -351.66                   上證綜指： 3135.69  -23.03               道指 ：24360.14  -122.91 

Hang Seng Index (10:00am)                   Shanghai Composite (10:00am)                Dow Jones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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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交火 ----- 5 方軍力在敘利亞相互交火，俄羅斯支持政府軍也與西方國家共同清剿伊斯蘭國，西方國家反對政府軍於內戰

使用化武。庫德族要立國，土耳其反對，但庫德族也要對付伊斯蘭國。俄羅斯也反對土耳其；總之亂過亂世佳人。 

 
 
 
 
 
 
 
 
 
 
 
 
 
 
 
 
 

 
 
 

 
 
 

US  Midterm  Election (6) 
 

The term of each Senate is just 6 years, they are elected by general public but for the Upper Parliament in the 
UK, it is a whole life appointment by government. Therefore, the system in US is to use a short period to 
push every member try to perform their best in the shortest time. Christopher Patten, the last governor of 
Hong Kong, after stepping down, had been the public relation officer i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later 
became Chancellor of Oxford University. He was appointed as member in the House of Lords because of his 
nice performance, on same level of the Iron Lady Margaret Thatcher. 
 

For Senate in the States, they are toast (大紅人) of political field, always called for other important jobs such 

as appointed as Secretary or Treasury  of State, joining the election of governor, vice-president or president  
of state and thus need to be refilled. In March this year, Donald Trump went for the refilling election of 
House of Representative in Pennsylvania and announced he would take part in the general election of 2020. 
He came into office just 14 months and had to prepare for the next election, so quite busy indeed for this and 
that elections. He has to pave way for midterm election and in turn for general election. Why Trump has to 
prepare for 2020 election so early? For his opponent has an ace in hand (皇牌在手), Andrew Yang promised 

to dispatch US$1,000 to every American monthly if he is elected as president of US. Therefore, each 
candidate really has to spend quite a lot of time in different elections. 

                                                                                                                                         (……to be continued) 

The Syria War started at 2011, gold price did not rise but fell, started a grand bear market. In early 2016, The United 

Nations called for a ceasefire, and started negotiations, the gold price did not fall, but as predicated by this bulletin, 

started a grand bull market till now is still running. Now the airstrike in Syrian by US, UK and France is considered as 

an individual strike, mind the reaction of Russia, as there are 5 lines of armed forces in Syria fighting against each 

other in an intercrossing state. 

是日阻力位 Daily resistance 1360 – 1365               是日支持位  Daily support 1330 – 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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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軍 
 

伊斯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