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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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US  Midterm  Election 

 

特朗普在宣布向中國推出嚴厲的鋼鋁關稅後政策後，卻逐步改為雙方談判以解決貿易赤字問題，

顯然這是談判的下馬威。但卻不少人埋怨他為何不先談判，何必哪麼衝動？事實並非如此，本刊的長

期讀者應知道前兩朝及本朝都有談判一直在進行的，因此這很大程度是中期選舉的拉票策略。 

 
2006 年小布殊時代，中美戰略性經濟對話(SED)首屆在北京舉行，美方由財長出任團長，中國則

隆重其事，由中國鐵娘子、國務院副總理吳儀為團長；此後每年都有談判輪流由雙方主場。2009 年奧

巴登基，易名為戰略與經濟對話(S&ED)；團長升格至由國務卿希拉莉出任，因除經濟外還加入了外交

談判，所以中國也升格由外交部長楊潔篪為團長。也是每年一次，每次雙方出席官加起來近 300 人。

特朗普上任後有沒有延續這對話？有！但已易名為中美經濟對話(CED)。2017 年 4 月習近平訪美，除了

為北韓核危機外，雙方並擬定好一個 100 日計劃以改善中美之間的貿易逆差。期滿後，7 月 17 日在華

府舉行的 CCED 宣布談判破裂。7 月 27 日特朗普親自迎接台灣富士康集團在威斯康新州投資過百億美

元設廠，及後更推出台灣旅行法。程序是先打好台灣牌，才夠籌碼與中國作對等及有力之談判吧。 
 

所以若說美帝沒有談判，是記憶太差了。投資要瞻前顧後，方可全面掌握局勢之精粹。但很多人

都將他的動作及政策詮解為與中期選舉有關連以作造勢。本專題是日將完滿結束，下周開始的新專題

為"投資轉型、經濟轉型"。是與當前財、經、政局有莫大連，更與一般散戶有不可分割之影響。 
 

說來說去，美國總統實在化了不少時間在選舉之上，也有可能某些政策被認為只具拉票作用而實

義意不大。這也無法；總之中期選舉就是大選之試金石，也是共和及民主兩黨之必爭之地。就於等零

售商要在感恩節一試消費市場，而後在聖誕節重槌出擊。中期選舉就是接觸戰，大選就是最後的決

戰；要在決戰佔上風，中期選舉必需先拔頭籌；所以需從多個角度去看中期選舉呀! 
 (全輯完) 

先先先先前前前前所所所所說說說說的的的的 3 朶朶朶朶白白白白花花花花，，，，早早早早說說說說過過過過這這這這是是是是可可可可信信信信的的的的，，，，不不不不是是是是陷陷陷陷阱阱阱阱來來來來的的的的，，，，雖雖雖雖然然然然以以以以往往往往它它它它曾曾曾曾出出出出現現現現過過過過很很很很多多多多陷陷陷陷阱阱阱阱。。。。但但但但這這這這次次次次是是是是真真真真的的的的

入入入入貨貨貨貨訊訊訊訊號號號號。。。。每日做一單每日做一單每日做一單每日做一單、、、、好過去打工好過去打工好過去打工好過去打工；；；；每日做對沖每日做對沖每日做對沖每日做對沖、、、、好過等美國總統及香港財爺派錢好過等美國總統及香港財爺派錢好過等美國總統及香港財爺派錢好過等美國總統及香港財爺派錢。。。。主主主主要要要要原原原原因因因因是是是是近近近近期期期期金金金金價價價價波波波波

較較較較細細細細小小小小令令令令很很很很多多多多人人人人失失失失卻卻卻卻耐耐耐耐性性性性而而而而敗敗敗敗陣陣陣陣。。。。總總總總之之之之這這這這回回回回又又又又到到到到了了了了看看看看拋拋拋拋物物物物線線線線的的的的時時時時間間間間，，，，轉轉轉轉勢勢勢勢隨隨隨隨時時時時出出出出現現現現的的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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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ys wins 7.5, sell cut 4 

買單吃 7.5 沽止 4 

Previous Day 上日利潤 +3.5 

Previous Day 上日利潤 －４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８５ 

Daily Trading :                                                            Profit At  獲利           Stop Loss 止蝕        

每日一單：                1320.50               1332.50                     1316.50 
                         

Hedging: (Buy & sell simultaneously)  1320.50               1332.50                     1316.50 
對  沖 單：(同時買入及沽出)                   1320.00               1308.00                     13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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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y at sight現水位買入



第 2 頁                                            2018 年 5 月 11 日(星期五) 

 
 
 

 
 
 
 

 

2018年4月           港金息口港金息口港金息口港金息口       Interest of HK Tael Gold                     2018年5月 
1 (日) ／ 11 (三) -20 21 (六) ／ 1 (二) -20 11 (五)  21 (一)  

2 (一) +20 12 (四) -20 22 (日) ／ 2 (三) -20 12 (六) ／ 22 (二)  

3 (二) -20 13 (五) -20 23 (一) -20 3 (四) -20 13 (日) ／ 23 (三)  

4 (三) 0 14 (六) ／ 24 (二) -20 4 (五) -20 14 (一)  24 (四)  

5 (四) -20 15 (日) ／ 25 (三) -20 5 (六) ／ 15 (二)  25 (五)  

6 (五) +20 16 (一) -20 26 (四) 20 6 (日) ／ 16 (三)  26 (六) ／ 

7 (六) ／ 17 (二) -20 27 (五) -20 7 (一) -20 17 (四)  27 (日) ／ 

8 (日) ／ 18 (三) -20 28 (六) ／ 8 (二) -20 18 (五)  28 (一)  

9 (一) +20 19 (四) -20 29 (日) ／ 9 (三) -20 19 (六) ／ 29 (二)  

10 (二) +20 20 (五) -20 30 (一) -20 10 (四)  20 (日) ／ 30 (三)  

               31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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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85 HK66,360 2011 +US$629.90 HK 491,322 2018 +US86 HK67,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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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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數 據       Important indicators 
Date 

日期 

Day 

星期 

HK Time 

時間 

Stars 

重要性 
Place 

地區 

Indicator 
 

數據 Previous 

前值 

Expected 

預期 

11/5 (五)Fr 02:00 ☆☆☆ US 美國 Treasury Budget 財政預算 208.7 B 88.0 B 

11/5 (五)Fr 20:30 ☆☆☆☆ US 美國 Import & Export Prices 出入口價格 0.0% 0.5% 

11/5 (五)Fr 22:00 ☆☆☆☆ US 美國 Consumer Sentiment 消費者情緒 98.8 99.0 

即市新聞摘要 
美國宣布退出伊朗核問題協議兩日後，財政部決定，對伊朗實施新一輪制裁，對象包括 6 名伊朗人和 3 間公

司，指他們與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有聯繫。他們在美國境內的資產將會被凍結，美方同時禁止美國人與他們有

生意往來。美國財政部發表聲明說，被制裁的對象通過設在阿聯酋的公司，向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轉移數百萬

美元的現金，這些現金最終轉移到革命衛隊在中東地區的代理人組織，這些組織長期從事危害地區安全的活

動。美國財政部又指責，伊朗中央銀行協助被制裁對象轉移資金。 

 

美國總統特朗普周四宣布，他與北韓領袖金正恩的「特金會」將於 6 月 12 日在新加坡舉行。北韓釋放三名被

囚禁的美籍韓裔人質後，特朗普周四前往接機，親迎三人返回美國。 

 

馬來西亞前首相馬哈迪率領的反對派「希望聯盟」贏得大選，他周四改口稱，支持中國「一帶一路」的倡議，

但可能會與中國就某些協議重新磋商。 

 

 以色列總理尼坦雅胡今 天表示，伊朗由敘利亞對以色列部隊發射火箭已經跨越 「紅線」。伊朗的攻擊導致以

色列大規模空襲敘利亞反 擊。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敦促以色列和伊朗，立即停止挑釁和敵對行動。古特雷斯

透過發言人發表聲明，他又呼籲安理會各成員國留意事態，並負起成員國的責任。以色列軍方指控在敘利亞境

內的伊朗部隊，向戈蘭高地的以軍基地發射火箭，以軍戰機及導彈連夜還擊，擊中敘利亞境內多處伊朗據點。

監察組織表示，以軍的空襲造成至少 23 人死亡。 

  

伊朗總統魯哈尼與德國總理默克爾通電話。魯哈尼表示，不希望中東再次出現緊張局勢。默克爾表示，只要伊

朗繼續履行義務，即使美國退出伊朗核問題協議，但德國、法國和英國，亦將繼續履行這項協議。 

 

美國無視巴勒斯坦人反對，將以色列大使館遷至耶路撒冷。新使館將於於本月 14 日舉行揭幕儀式，料進一步

加劇中東緊張形勢。 

 

世界油價今天走高， 再度收在 2014 年底以來的最高價位。美國市場基準商品西德州中級原油期貨價格上漲 22

美分，收在每桶 71.36 美元。 倫敦市場北海布倫特原油上漲 26 美分，收在 77.47 美元。 

 

英倫銀行昨日議息後一如預期，維持基準利率在 0.5 厘不變，並下調多個經濟指標預測，今年英國經濟增長預

測下調至 1.4%，增速低於 2 月預測的 1.8%，受到今年初增長低迷拖累。央行指，消費者支出放緩、樓市疲

弱，消費者需求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 

 
美國 4 月消費物價指數(CPI)按月反彈 0.2%，升幅低於預期，汽油及租金成本上升，但醫療價格放緩。上月 CPI

按年升幅加快至 2.5%，是 14 個月以來最大升幅。撇除食品及能源，核心 CPI 按月升 0.1%，按年亦升 2.1%，

但兩者均略低於預期。數據顯示，美國上月汽油價格止跌回升，按月急升 3%，食品價格亦升 0.3%，醫療成本

升幅放緩至 0.1%。 

 
 
 
 

恒指 ：31252.12  +432.69                     上證綜指： 3167.06  -7.08           道指 ：24739.53   +196.99 

Hang Seng Index (10:00am)                   Shanghai Composite (10:00am)                Dow Jones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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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itial jobless claims beat expectations, holding at 211,000 in the May 5 week and pulling the 4-week average down 
5,500 to a new 49-year low at 216,000.’ 

美國勞工部數據顯示，上星期新申領失業救濟人數出乎意料維持於 21 萬 1000 人，繼續貼近逾 49 年低位年低位年低位年低位，市

場原先估計會增至 21 萬 8000 人。4 星期平均值跌至 21 萬 6000 人，按星期減少 5500 人，是近 49 年新低。 

 
 
 

 
 
 
 
 
 

US  Midterm  Election (22) 
 

Some people would complain why Donald Trump was too aggressive in the trade disputes with China, why 
don’t he have negotiation first? Actually it has been carrying on for years. 
 

In the era of George Bush, the annual trade talk with China started as "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 In 

2009, the era of Barrack Obama was renamed as "Strategic & Economic dialogue" for it was further extent 

to include the field of diplomacy. In the era of Trump, it was renamed as Comprehensive Economic 

Dialogue. In April 2017, Chinese President Xi went to Mat-a-Lago (海湖莊園) to have talk on North Korea 

Nuclear crisis, also had a plan to lessen the US trade deficit against China within 100 days. On 17 July 2017, 
the CCED talk was announced to be failed. On 27 July, Trump announced the Foxconn of Taiwan would 
invest US$10 Billion in Wisconsin. Later on there is also a Taiwan Travel Act. Thus the US talks with China 
could be in a stronger position when with the Taiwan Card.    
 
People might say all these actions are for the midterm election. Practically, the midterm is just a contact 
battle, while General Election is the Final. Just like retailers use the Thanksgiving to test the retail market 
and full fight will be launched out in Christmas. So we must view the midterm election from various angle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it thoroughly. 

                                                                                            (THE END) 

 

It is proved that the 3 white flowers on the gold chart starting on 2
nd

 May is a genuine buying signal even 

though in the past there are a lot of traps concerning this pattern. Gold prices moving in a small range 

recently and temperance needed greatly. The next turning point should be on the breakthrough of Parabolic. 

是日阻力位 Daily resistance 1333 – 1338             是日支持位  Daily support 1308– 1313 

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