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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場 動 態                                 經濟轉型經濟轉型經濟轉型經濟轉型、、、、投資轉型投資轉型投資轉型投資轉型                            Transformation 

 

投資轉型與經濟轉型其實是兩回事，但為何要合併一起來論述，皆因概念在某些情況下是相同，

其用神在"轉型"。在全球一體化的今天，社會上與市場上之每一絲毫變化均是息息相關。經濟轉型導

至投資也轉型，無論在宏觀經濟或微觀經濟均時刻不停運轉及變化，如今正處於轉型之交叉路口。 
 

所謂經濟轉型者，先從地區而言。上世紀則是美國領導 7 大工業國為主流。但一踏入本世紀就起

了變化。因為本刊早已預告，中國的 300 年盛世已展開。這個世紀的變化，不再是某一個國家之變

化，而是群體的變化。以前是美、蘇兩大集團對壘；自從蘇聯解體後，中國逐漸興起，而各國分別找

尋結盟對像，各自在一定之領域當中組成更強的聯盟以求突破。 
 

以前是 7 大工業國，後來變為 8 大，亦曾有一段時期變為 8+3 或 8+5，即 G7 開會之時常邀請中

國及其他新興國做嘉賓出席。而金融海嘯之後，由於殺傷力龐大及復元需要各國密合作，於是 G7 便加

入了不少國家成為 G20。但卻沒有把原來的 G7 拼棄，而是 G7 與 G20 雙線進行。G7 仍是保持著與西

方國家的文化及制度為主，再加新興國家成為 G20。 
 

此外金磚 5 國也興起了，而由於澳洲沒法加入 G7/G8 集團，於是又另起爐灶成立亞洲太平洋經合

組會議(APEC)以抗衡之。此外東盟也成立了 10+3，即東盟國家再加中、日、韓；也有 10+6 即再加印

度、澳洲及紐西蘭。而在亞洲傳統 4 小龍外還有 5 小虎。即越南、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及印尼。

當然中東國家也有他們的產油國聯盟。非洲也如是，因為傳統上南非已是金磚 5 國之 1，所以其他國 9

家又組成北方及中部的 6 國，北非 6 國順序是尼日利亞、埃及、迦納、象牙海岸、肯亞以及摩洛哥而

以及中非 6 國則是乍得、中非、喀麥隆、赤道幾內亞、加蓬、剛果共和國。因為他們都知團結就是力

量，當某某聯盟興起，若沒有加入是會被孤立的，於是必需再另結盟，否則難以生存下去。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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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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inue to hold long position 

繼續持有買單 

     

Continue to hold long position 

繼續持有買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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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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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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市新聞摘要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表示，如果北韓同意完全廢除核武計畫，美國準備提供北韓安全保障。 蓬佩奧今天

在「福斯週日新聞」中表示，美國總統川普與北韓領導人金正恩 6 月 12 日峰會，是檢驗北韓承諾改

變國家走向的試金石。 美國要求北韓達成全面、可檢驗且不 可逆的非核化，雙方關係才能正常化。

但是，長期以來 ，北韓視核子武器是政權延續的終極保證，不願輕言放棄。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網站表示，美國正與中國就貿易問題展開良好的合作。特朗普表示，過往的貿

易談判一面倒對中國有利，經過多年後，要中國達成一份對兩國都有利的協議，會顯得有困難。但他

認為，各方應保持冷靜，相信有望找到全面的解決方法。較早前，特朗普亦在社交網站表示，正與國

家主席習近平一同努力，讓內地電信設備廠商中興通訊盡快恢復業務。特朗普表示，中興在中國造成

大量職位流失，他已經指示商務部跟進。美國商務部禁止美國企業七年內，向中興通訊出售零部件，

中興通訊向美國商務部提交暫停執行拒絕令申請。 

 

法國巴黎前晚發生持刀襲擊案，造成 1 死 4 傷。疑兇阿齊莫夫被警員當場擊斃。警方在斯特拉斯堡拘

捕疑兇的一名朋友，到他的家中搜查。回教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事後宣稱該刀手是響應號召

施襲。IS 昨日發放短片，片中一名蒙面男子宣誓效忠組織領袖巴格達迪，又呼籲歐洲回教徒施襲。有

監察組織表示，該名蒙面男就是阿齊莫夫。 

 
美國駐耶路撒冷 大使館即將於 14 日揭幕，成千上萬以色列人今天走上耶 路撒冷街頭大肆慶祝。以國

今天並舉行招待會款待來訪 的外賓，其中包括美國第一千金伊凡卡。 以軍方表示會把部署在加沙地

帶及約旦河西岸周邊的部隊增加近一倍，以應付巴人大規模抗議。 

 
印尼第 2 大城市東爪哇省泗水市周日發生連環自殺式炸彈襲擊，一家 6 口包括未成年子女，分別在 3

間教堂發動襲擊，造成至少 13 人死亡，40 人受傷。警方指是當地受到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啟發的

「神權游擊隊」所為，「伊斯蘭國」其後已承認責任。 

 

中國第一艘國產航母昨天清晨正式開始海試，主要驗證動力系統等設備的可靠性和穩定性；航母工程

總指揮稱，國產航母將在遼寧艦的研製和使用基礎上更進一步，顯示中國航母研發能力躋身世界先進

行列。 

 
美國 5 月密歇根大學消費者信心指數初值 98.8，與 4 月終值相同，高於市場預期的 98.5。消費者預期

指數初值 89.5，高於預期及 4 月終值。消費者對一年通脹預期升至 2.8%，比上次公布的數據高 0.1 個

百分點。 

 

綜合外電報導，美聯儲局將在 6 月加息，並且可能在 9 月再次加息。最近接受調查的經濟學家中，

98%的受訪者預計聯儲局下次加息將在 6 月 12-13 日會議，屆時採取行動的平均幾率為 85%。大約

76%的受訪經濟學家預計 6 月之後的下一次加息將在 9 月 25-26 日會議進行，對於 9 月加息的平均幾

率料為 64%。19%的受訪者稱他們預計聯儲局將等到 12 月再進行 2018 年的第 3 次加息。 

 

 
恒指 ：31559.73  +437.71                     上證綜指： 3173.64  +10.96           道指 ：24831.17   +91.64 

Hang Seng Index (10:00am)                   Shanghai Composite (10:00am)                Dow Jones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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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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一)Mo 14:45 ☆☆ US 美國 Cleveland Speech 克利夫蘭聯儲發言   

14/5 (一)Mo 21:40 ☆☆ US 美國 St Louis Speech 聖路易聯儲發言   

15/5 (二)Tu 17:00 ☆☆☆ EU 歐盟 G D P 國內生產總值 +0.4% +0.5% 

15/5 (二)Tu 20:30 ☆☆☆ US 美國 Bloomberg Consumer  零售銷售 +0.6% +0.6% 

15/5 (二)Tu 20:55 ☆☆ US 美國 Redbook 紅皮書 4.2% 4.0% 

15/5 (二)Tu 22:00 ☆☆☆ US 美國 Business Inventory 企業庫存 +0.6% +0.6% 

16/5 (三)We 20:30 ☆☆☆ US 美國 Housing Starts 新屋動工 1.319M 1.354M 

16/5 (三)We 20:30 ☆☆☆ US 美國 Building Permit 建造許可 1.379M 1.350M 

16/5 (三)We 21:15 ☆☆☆ US 美國 Industrial Production 工業生產 +0.5% +0.5% 

16/5 (三)We 22:30 ☆☆☆ US 美國 EIA Petroleum Report 石油報告 -2.2M 2-2.5M 

17/5 (四)Th 17:00 ☆☆☆ EU 歐盟 Trade Balance 貿易平衡 18.9B 19.2B 

17/5 (四)Th 20:30 ☆☆☆☆ US 美國 Initial Claims 初領救濟金人數 211K 210K 

17/5 (四)Th 20:30 ☆☆☆ US 美國 Philadelphia Outlook 費城指數 23.2 23.3 

17/5 (四)Th 22:00 ☆☆☆ US 美國 Leading Indicator 領先指標  +0.3% +0.2% 

18/5 (五)Fr 16:00 ☆☆☆ EU 歐盟 Current Account  經常脹 2.27M 2.30M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y & Investment 
 

Actually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y and investment are two different issues, but why links it up 
together? It is because of some inter-crossing relationship, because of the concept and not of the process.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y is from individual development to group development. In the last century, 
the world economy was led the G7 group. But this century China emerged as a major opponent of USA, It 
took the place of US-Soviet which dominated the world in the last century. 
 
Since G7 was so famous and attractive, a lot of countries wished to joined this group, it was extended to 
G7+3 or 5, that means it would invite some other countries to join them as guess. After the financial tsunami 
of 2008, it was extended to G20 and G7 existing bilaterally. They won’t eliminate the original G7 and let it 
keep on existing with the new G20. 
 
Since Australia was out of the G7, therefore she established the APEC, wish it can competitive with the 
G7/G8. While in Middle East they, have their union in oil countries. In Asia, besides the traditional 4 small 
dragons, there are 5 small Tigers which are Vietnam, Malaysia, Thailand, Philippines and Indonesia.  While 
in Africa, they also S-5 of North Africa, and S-6 of Mid Africa. Every country must join a new group or else 
they cannot stand fast amidst the world. This is the new trend of the 21st century. 

                                                                                            (……to be continued) 

This year the gold market runs in a narrow range. A simple problem arises, when it reaches the bottom or 

top, would it penetrate through or turn back? I have already noticed beforehand that the current 3 white 

flowers is a genuine buying signal, and it really is. The current Parabolic SAR also confirmed this. That 

means the coming selling signal of Stochastic is a false signal. So please follow genuine signals and neglect 

tall false sig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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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