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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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Transformation 

 

二戰之後，在重建的過程當中，有兩個重要的經濟轉型因素，分別是軍備競賽和太空競賽。雖然

都是美國與蘇聯對壘，但實際上由於投入了龐大的國家資源，也推動了下游工業而導至全球各國均需

要面對經濟轉型。而其中之核武競賽一直延續至今天仍未止息；太空競賽雖然沒有昔日那麼熾熱，但

仍低調進行當中。這一切一切，都牽動著環球經濟的整體去向。 
 

首枚原子彈的研發工程在 1939 年已秘密展開，初期共動用了 13 萬人，在日本偷襲珍珠港後已證

實德國正密展開原子彈之研究。1942 年芝加哥大學研製成人類第一個核反應堆，證實超級炸彈的概念

的確可行。於是軍方接管這個曼哈頓計劃，總人數增加至 60 萬人。美國共有 26 個研發據點，而加拿

大及英國也 5 個據點及學術機構的支援。分開多個據點除了是為地利外。也可防止機密外洩或遭受破

壞。研發核武是需要龐大的財力，而數十個據點也可帶動不少下游工業之發展。 
 

曼哈頓計劃的開支，約等美軍用於輕型武器(不包括軍火)1 年的支出。也是說美國的財力是幾乎等

於同時應付兩場世界大戰。美軍在歐洲及亞戰場雖然有鉅大之人員之傷亡，但本土經濟卻因製造軍火

及武器而興旺。再加上原子彈之製造，其興旺程度及帶動下游工業的情況就幾乎對開了。要促進經濟

或改善貿易平衡，都是要增強內需；即國內本身要有強烈之需要才可促進製造業。美國的失業率也由

大衰退時的 24.75%降至 1.20%。原子彈的製造正提供了強烈之內需，但當時只造了 3 枚半，首枚於內

華達州的沙漠試爆用去了，跟著用於廣島及長崎；若日本不肯投降的話，第 4 枚將可 1 個月內造成。 
 

1985 年冷戰高峰期，全球擁有的核武數量達 68,000 枚───當然是以美蘇兩國為主，其他國家

的擁有量只是 100-300 枚。這數十年來，美蘇兩國的內需強烈增加了以應付核武之製造，也難難以估計

到底投下多少資源。而所帶動的工業生產、失業率的改善以至促進下游工業；就算是一般的餐飲、文

具、製服、宿舍、運輸……之發展均有快速增長，因導至經濟轉型。 
(……待續) 

大市大市大市大市跌跌跌跌至一目了然圖的遲行帶至一目了然圖的遲行帶至一目了然圖的遲行帶至一目了然圖的遲行帶(Chikou span)底部底部底部底部果果果果然然然然終終終終止止止止及及及及略略略略作作作作反反反反彈彈彈彈。。。。請請請請留留留留意意意意美美美美匯匯匯匯的的的的偏偏偏偏軟軟軟軟及及及及道道道道瓊瓊瓊瓊斯斯斯斯指指指指數數數數已已已已

無無無無力力力力再再再再創創創創高高高高位位位位。。。。下下下下半半半半年年年年美美美美股股股股可可可可能能能能掉掉掉掉頭頭頭頭向向向向下下下下或或或或最最最最少少少少繼繼繼繼續續續續偏偏偏偏軟軟軟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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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過等美好過等美好過等美好過等美

國總統及香港財爺派錢國總統及香港財爺派錢國總統及香港財爺派錢國總統及香港財爺派錢。。。。如如如如今今今今金金金金價價價價將將將將循循循循喇喇喇喇叭叭叭叭型型型型走走走走勢勢勢勢運運運運行行行行。。。。本本本本年年年年特特特特點點點點為為為為上上上上落落落落市市市市，，，，即即即即破破破破位位位位後後後後會會會會掉掉掉掉頭頭頭頭而而而而行行行行的的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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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y cuts 3 sell wins 2 

買單止 4 沽單吃 2 

上日利潤 profit             －２ 

Previous Day 上日利潤 －４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７３ 

Daily Trading :                                                            Profit At  獲利           Stop Loss 止蝕        

每日一單：                1292.00               1304.00                     1288.00 
                         

Hedging: (Buy & sell simultaneously)  1292.00               1304.00                     1288.00 
對  沖 單：(同時買入及沽出)                   1291.50               1279.50                     129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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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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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73 HK56,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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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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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市新聞摘要 
北韓不滿美國及南韓繼續軍演，取消與南韓高級別會談後，再威脅如美國堅持北韓單方面棄核，就會重新考慮

是否出席朝美峰會。分析指平壤擺出強硬立場是試探美方底綫，為在峰會取得更大談判籌碼。兩韓四月簽署

《板門店宣言》，原定昨日在板門店展開首次後續會，不過北韓在會談前數小時突宣布取消，指南韓與美國軍

方由星期一開始舉行聯合演習，批評是蓄意軍事挑釁及挑戰宣言。美國國務院指「特金會」相關安排正按計劃

進行，否認軍演是挑釁，指金正恩早前曾表示理解舉行聯合軍演對美國跟南韓的重要性。美國有線新聞網絡國

際事務專欄作家吉蒂斯認為，金正恩對軍演一直知情，突然「變臉」譴責演習只想增加談判籌碼並獲更多好

處。北韓釋放美國囚犯及宣布將拆除豐溪里核試場，已釋出大量善意，如今金正恩「回敬」特朗普試探其底

綫，看看他會否在軍演讓步以防止會面告吹。據報北韓「變臉」後，美軍並未出動 B-52 戰略轟炸機參加軍

演，後者被北韓視為眼中釘。 

 
美國總統特朗普透露，北韓未有通知有意取消美朝峰會。他表示，沒有任何聽聞，會留意情況發展。 

 

美國總統川普在討論邊界築牆和執法問題時，把一些移 民形容是「畜牲」。 川普告訴造訪白宮的加利福尼亞

州共和黨人說：「 有人進到國內，或試圖進入，我們要把這些人趕出這個 國家。」 

 

白宮表示，中美兩國代表會在今明兩日，在財政部舉行會談，財長努欽將與貿易部長羅斯及美國貿易代表萊特

希澤一同領導討論，他們會與中國副總理劉鶴為首的中國代表團進行談判。較早前，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網

站貼文，批評傳媒發放中美貿易談判的假消息，特朗普強調，美國不會在中美貿易的問題上屈服，又表示今次

貿易談判的內容與中興通訊事件無關。國務院副總理劉鶴率 9 人代表團抵達華盛頓，與美方團隊展開第二輪貿

易談判。有分析認為，中方這次在農產品關稅等方面，或作出相當讓步。 

 
法國總統馬克龍在巴黎愛麗舍宮與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會晤，馬克龍期望同中方進一步密切戰略溝通與協

作，維護多邊主義，發揮法中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引領作用，在當前複雜國際形勢下，具有重要意義。 

 
美國上月新屋動工及建築批則雙雙下跌，兩項數據 3 月都升。4 月新屋動工按月跌 3.7%，以年率計相當於

128.7 萬間，低於市場預期。建築批則亦跌 1.8%，以年率計為 135.2 萬間，略高於預期。美國 4 月工業生產按

月增長 0.7%，增速與 3 月相同，但略高於預期的 0.6%。製造業產出按月升 0.5%，符合市場預期。上月工業生

產按年升 3.5%，產能利用率升至 78%，按月提高 0.4 個百分點，但仍低於預期。 

 

國際能源署(IEA)月度報告預料，今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長放緩，將每日需求增幅預測由 150 萬桶，下調至 140 萬

桶。報告將今年非石油輸出國組織國家的每日供應增長預測，由 180 萬桶上調至 187 萬桶。 

 
歐元區上月通脹放緩，但符合市場預期。歐盟統計局公布，歐元區 4 月消費物價調和指數(HICP)按月升 0.3%，

按年亦升 1.2%，升幅較 3 月低 0.1個百分點。 

 
 

 

恒指 ：31116.23       +8.75                    上證綜指： 3159.435  -10.62           道指 ：24768.93   +62.52 

Hang Seng Index (10:00am)                   Shanghai Composite (10:00am)                Dow Jones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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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10 Richest on Earth   十大富豪排行榜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y & Investment (4) 
 

The above chart shows that out of ten richest people, seven are from US, it is a place which can provide people a 
meteoric rise (山雞變鳳凰), becaus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y and concentration of manpower. 

 
After the World War II, there were two major phenomena of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y, that were the Space Racing 
and Nuclear Racing. The plan of first nuclear bomb Manhattan Project employed 600,000 people in 26 points of 
USA, plus 5 oversea points in Canada and the UK. It equals to the yearly expenditure of light weapons in the Great 
War. The burden was nearly equaled to facing 2 World Wars simultaneously. But it increased internal demand and 
made the economy prosperous. The unemployment rate was lowered from the Great Depression of 24.75% to 1.20% 
on Landing of Normandy. Actually, three and a half atomic bombs were made at that time. One used for testing in 
the dessert of Nevada, two used in Hiroshima and Nagasaki. Should Japan was not willing to surrender; the fourth 
can be ready within one month’s time.  
 
In the climax of cold war of 1985, altogether there were 68,0000 atomic bombs existing on earth, mainly owned by 
US and USSR, others just owing from 100-200. That means these two countries had great internal circulation on 

downstream industries, such as catering(餐飲業), stationery, uniform, dormitory, transportation….  This enormous 

demand was the major factor that led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y. 
                                                                                            (……to be continued) 

Dropping of gold really stopped around the Chikou span of Ichimoku Cloud. Mind that the USD Index is turning 

back and the Dow Jones cannot make any record high again. It may turn to bear market or at least weakening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year. The particular of this year is in a narrow range, any break through will turn back at o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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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   名              10 億美元   年增長率         公司               國家          年齡  
 
 
 

貝佐斯 (美國)  亞馬遜 
 

芭菲特 (美國)  海瑟威 
 

蓋茨     (美國)  微軟 
 

朱格伯 (美國)  臉書 
 

阿爾諾 (法國)  LV 
 

奧蒂嘉 (西班牙) 印地坊 
 

卡洛斯 (墨西哥) 墨西哥電信 
 

艾利森 (美國) 甲骨文 
 

佩吉 (美國) 谷哥 
 

彭博 (美國) 彭博通訊 

 

 

May 2018 by Bloomberg 
2018 年 5 月 彭博通訊社版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y can be seen from the Top 10 list that in the 20th century, they were dominated 
by real estate, enterprise and finance. In the 21st, they were replaced by IT (No 1,3,4,7,8,9,10) , seven out 
of ten on the top list.  
上表可以看出經濟轉型，回看 20 世紀之十大富豪都是地產、實業及金融的。進入 21 世紀則是來自

資訊科技，十居其七。分別是排名 1,3,4,7,8,9,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