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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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Transformation 

 

昔日的蘇聯，其實也是一個人才頗為集中的國家，除了本身有 15 個成員國之外，東歐的共產陣

營都與之結盟而抗拒美帝的資本主義，在科技與軍事的成就也給予美帝極大威脅。在美帝於 1945 年首

次將原子彈使用於戰爭之後，蘇聯也於 1949 年試爆成功，其餘國家也跟隨：英國、法國、中國、印度

巴基斯坦順序於 1952, 1960, 1964, 1974 及 1998 試爆成功。在全盛時期，蘇聯所有擁的核彈頭數量更超

越美國，雙方之核武量更足以摧毀整個地球達 5 次之多。 
 

蘇聯這個集團也認為有他的優點，就是他們拼棄了資本主義的吃喝玩樂，可以專心做研究工作。

所以也不一定要跟隨美帝或追上美帝。50 年代的太空競賽當中，蘇聯與美國成拉鋸戰此起彼落──首

枚人造衛星升空，首次進入地軌道、將蒼蠅、狗隻、猴子送上太空，直至 1961 年蘇聯將首名太空中升

空，美國明顯落後了。甘迺迪總統下定決心要兌現大選承諾，就是要在太空事業中領先。與內閣商討

後，他在國會召開緊急會議，聲言要在 10 年內將太空人登陸月球並安全返回。但這卻需要大量資金及

尖端科技，國會批出的預算，由原來的 US$250 億大幅擴展為 US$1,070 億，翻了 4 個開。是當時任何

國家最大規模之預算，也是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所無法負擔的。整個阿波羅登月計劃動用了 40 萬人，

需要各方企業、科技公司、學術機構及大學的支援。而首名踏足月球的太空人岩士唐，則是南加州大

學的航天工程碩士及普渡大學的理學學士。多年來，該兩校一直都有派員到本集團學習金融。 
 

1960 年代是美國貿易有盈餘的時代，所以美帝才負擔得起這些天文數字的開支，也是經濟轉型的

時代。甘迺迪的國會緊急演說後，蘇聯沒有表態去追隨或超越或放棄，甚至拒絕美國合作共同登陸；

司馬超之心……被美帝的銀彈政策打至杳無音訊。此後 10 年，美帝在太空漫步、太空會合及繞月飛行

等都在大直路遙遙領先，蘇聯望塵莫及，毫無競爭意向。美國之所以有資金去支付這龐大計劃，就是

因為有貿易盈餘。不過由於這計劃是史無前例的龐大，也導至全球經濟出現刻畫性的轉型……。 
 (……待續) 

大大大大市市市市跌跌跌跌破破破破橫橫橫橫行行行行區區區區底底底底部部部部，，，，再再再再度度度度回回回回復復復復昔昔昔昔日日日日之之之之喇喇喇喇叭叭叭叭形形形形走走走走勢勢勢勢，，，，此此此此乃乃乃乃伸伸伸伸縮縮縮縮喇喇喇喇叭叭叭叭而而而而不不不不是是是是小小小小喇喇喇喇叭叭叭叭。。。。昨昨昨昨晚晚晚晚大大大大市市市市跌跌跌跌至至至至一一一一目目目目了了了了然然然然

圖圖圖圖的的的的遲遲遲遲行行行行帶帶帶帶(Chikou span)底底底底部部部部暫暫暫暫停停停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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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過等美國總統及香港財爺派好過等美國總統及香港財爺派好過等美國總統及香港財爺派

錢錢錢錢。。。。因因因因此此此此是是是是日日日日可可可可以以以以買買買買上上上上。。。。反反反反彈彈彈彈在在在在 1325 有有有有阻阻阻阻力力力力，，，，下下下下挫挫挫挫以以以以黃黃黃黃金金金金比比比比率率率率的的的的 1268 為為為為最最最最大大大大支支支支持持持持力力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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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６ 

Previous Day 上日利潤 －４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７７ 

Daily Trading :                                                            Profit At  獲利           Stop Loss 止蝕        

每日一單：                1294.00               1306.00                     1290.00 
                         

Hedging: (Buy & sell simultaneously)  1294.00               1306.00                     1290.00 

對  沖 單：(同時買入及沽出)                   1293.50               1281.50                     129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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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ht現水位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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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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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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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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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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24 (四)  

5 (四) -20 15 (日) ／ 25 (三) -20 5 (六) ／ 15 (二)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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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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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81 HK63,180 2011 +US$629.90 HK 491,322 2018 +US88 HK68,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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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 頁                                            2018 年 5 月 16 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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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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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市新聞摘要 
南韓聯合新聞通訊社報導， 北韓不滿南韓與美國聯合軍演，今天揚言取消領導人金 正恩與美國總統川普

之間備受矚目的高峰會。 韓聯社引述北韓中央通信社報導，北韓也因美國和 南韓展開代號為「大雷霆」

（Max Thunder）的聯合軍 演，取消原定今天與南韓的高階會談。 

 

美國總統特朗普早前表示，已指示商務部長羅斯重新審視對中國第 2 大電信設備生產商中興通訊的制

裁。 

美國有資深情報官出席國會參議院情報委員會聽證會時，表示若中興滲透美國市場，會對美國國家安全

構成風險，承認美國情報單位正在評估北京政府是否正利用通訊公司，作為進行間諜活動的工具。 

 

美國西岸西雅圖市議會周一表決通過，向近 600 家大型企業包括亞馬遜和星巴克等，開徵「人頭稅」，

以應對樓價急速上漲、低下階層無力買樓的危機。市政府希望藉「人頭稅」籌錢，用來建廉價房屋及為

露宿者提供服務。西雅圖市議會經過長時間諮詢和激辯後，周一正式表決通過上述議案，由明年起向大

型企業徵收這項新稅。每年稅前收入 2 千萬美元或以上的近 600 家大企業，按員工人頭計，每聘請一名

全職員工，便要向西雅圖市政府繳稅約 275 美元。 

 

世界衞生組織周一發布名為「取代」的行動指導方案，計畫在 5 年內，即 2023 年底之前，徹底清除全球

食品供應鏈中使用的人造反式脂肪。 

 

國務院副總理劉鶴昨天啟程前往華盛頓，準備同美方展開第 2 輪貿易談判。有傳中美就中興通訊事件即

將達成協議，美國將暫緩對中興的 7 年禁令，以換取中國放棄加徵美國農產品關稅的計畫。美國商務部

長羅斯表示，美方正考慮以其他方式制裁中興。 

 

美國 10 年期國債孳息率突破 3.06%水平，觸及 3.068%，創近 7 年新高。達拉斯聯邦儲備銀行柯普朗出席

一個活動時表示，關注美債孳息率曲線走勢，不希望見到孳息率曲線倒掛，亦即短息高於長息。柯普朗

提到，通脹正接近聯儲局 2%的目標，但上升速度並無顯示經濟過熱。他預料，美國今年經濟增長 2.5-

2.75%，2020 年將放緩至 1.75-2%。他又指，美國經濟增長可達 3%，但要取決於就業參與率及生產率。

他認為，聯邦基金利率中性水平處於 2.5-3%之間，預計將逐步升向中性水平。他又期望，聯儲局資產負

債表縮減至 3 萬億美元以下，並主要由國債組成。 

 

全美住宅建築商協會(NAHB)公布，美國 5 月房屋市場指數升至 70，高於預期，亦高於 4 月經修訂後的

68。美國 3 月企業庫存按月出乎意料持平，市場原先估計，數據由 2 月的升 0.6%，放緩至 0.1%。零售商

庫存跌 0.5%，創 6 個月以來最大跌幅，但批發商及製造商庫存均升 0.3%，互相抵銷影響。美國紐約聯

邦儲備銀行公布，5 月製造業指數出乎意料升至 20.1，市場原先估計，指數會由 4 月的 15.8，跌至 15。

分項指數方面，新訂單及就業指數都升，6 個月營商狀況指數更由 4 月的 18.3 升至 31.1。 

 恒指 ：31879.95   -271.45                    上證綜指： 3179.75  -12.54           道指 ：24706.41   -193.00 

Hang Seng Index (10:00am)                   Shanghai Composite (10:00am)                Dow Jones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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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國 貿 易 平 衡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y & Investment (3) 
 

Two major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y happened after the World War II, it was the invention of nuclear 
weapons and landing of the moon. 
 
After USA, several countries successfully launched out their nuclear test by USSR, UK, France, China, 
India and Pakistan in 1949, 1952, 1960, 1964, 1974 and 1998 respectively showing the actual power of 
nation. At the climax, the total nuclear weapons own by USA and USSR can destroy the whole earth for 
5 times. Thus required great resources of the nations and every effort was put into it. 
 
In the space run there was a tug of war (拉鋸戰) between the USSR and USA. In 1961 Soviet Union 

stood out from the crowd (脫穎而出) and sent the first man to space. The US President Kennedy 

convinced the Congress to pass a bill, to raise the original budget of space racing from 25 billion to 107 
billion in order land on the Moon within 10 years. It was the largest single budget of any nation on earth. 
The USSR kept silent for they were unable to bear such a large amount by socialism. Why the US could 
bear it? It is because they have surplus in trade balance at that time. 
 
Since this is the largest budget on earth and it led to a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y in the USA and the 
whole world. Firstly by nuclear racing and secondly by space racing. 

                                                                                            (……to be continued) 

Gold dropped dramatically last night and went down off the range of the rectangular. It stopped around 

the Chikou span of Ichimoku Cloud. Therefore it is time to buy up. The upper resistance is at 1325 while 

the greatest support is at 1268 of the Fibonacci series.  

是日阻力位 Daily resistance 1305 – 1310             是日支持位  Daily support 1275– 12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