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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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7 大工業國元首級會議是日召開，美帝卻在上周宣布是日開始徵收歐盟等關稅，顯然是要趁是日之大集會明

槍明刀進行大決戰。恩！怨！情！仇！江湖 7 大掌門人天山論劍；見血封喉、即場了斷！俄羅斯仍因克里米亞問題

被封殺出局，G8 變為 G7。下周俄羅斯世界盃展開，俄國聲言要藉此重返國際舞台；俄羅斯以大歐亞關係回應習近

平之一帶一路；顯示環球經濟正在轉型當中。在脫歐派之勢力抬頭時，歐洲央行也宣布即將出 QE 政策，結果替意

大利及西班牙的留歐派力挽狂瀾，暫時穩定陣腳，但未知日後如何。特朗普聲稱習近平是他的私人好友，普京則說

習近平是唯一替他慶祝生日的外國元首。如今連習近平也用流暢及幽默的美式英語去玩推文，雖然未知是助手操刀

或他本人管理，但肯定是替國家做好公關經理的任務，因為連人民日報也加入這美帝的最潮玩意發放推文。 
 

一切都在轉型當中，尤以本年美帝展開的貿易戰最為明顯。本年乃多事之秋，為何會於此時此刻轉型，請參

閱附錄的一則 10 年前的次要財經新聞。本刊期長期讀應有印象，當年老夫不斷重覆說不要看少這則次要但刻劃性

的財經新聞。美國初領失業救濟金人數何時見頂開始回落？───2009 年 3 月 5 日(星期四)。美股這個大牛市何時

展開？───2009 年 3 月 6 日(星期五)───該天發生什麼事？財經新聞報導：ARRA 救市計劃的第 1 張退稅支票

寄出了。市場認為可以刺激零售消費，美股見底回升，一直至今仍在大牛市當中；目前各國焦點都在改善就業。 
 

自該天開始，差不多每隔一、兩月就有善意的溫馨提示說美股已上升了一段時期，慎防大幅回吐。如果按那

些溫馨提示沽貨，每年要破產 6-12 次，由 2009-2018 要破產達超過 100 次。2014 年本刊說該年是道瓊斯年，結果它

收復金融海嘯失地，創出歷史高峰。2015 及 2016 年都說上半年繼續上升，下半年會回頭但不會山崩川決；真的如

數應驗。2017 升了那麼多年又如何，本刊以 14 天的專題描述───海濶凭漁躍、天空任鳥飛！結果道瓊斯全年創

出 72 次新高，平均每 3 天就來 1 次新高，史無前例！！！！！今年又如何，是第 10 年的牛市了。面對經濟轉型，

末日博士此起彼落，說什麼金融風暴、美元及歐羅崩潰。筆者卻引用《天蠶變》之續集來示意牛市之延續，預測本

年是───再與天比高。除本年 1 月道指又創連環新高外，6 月因為美國對中國之科技產品徵稅談判漸露曙光，納

斯達克指數又創連環新高。按美股慣例，3 大指數只要有 1 種創出新高，其餘兩隻不久便隨而再創新高，示意經濟

轉型到來。標普指數乃政府及學術機構之依據，道指乃美國經濟之寒暑表，是炒家之明燈；納斯達克示意科技產品

之去向。當 3 大指數由淡靜轉為連環新高之時，示意另一個經濟循環又開始；美國經濟又進入另一新形態當中了。 
 (……待續) 

美美美美朝朝朝朝峰峰峰峰會會會會審審審審慎慎慎慎樂樂樂樂觀觀觀觀，，，，除除除除有有有有機機機機會會會會於於於於新新新新加加加加坡坡坡坡在在在在翌翌翌翌日日日日加加加加時時時時外外外外，，，，也也也也有有有有機機機機在在在在美美美美國國國國本本本本土土土土進進進進行行行行第第第第 2 輪輪輪輪洽洽洽洽談談談談。。。。焦焦焦焦點點點點如如如如今今今今重重重重回回回回特特特特朗朗朗朗普普普普之之之之貿貿貿貿易易易易

政政政政策策策策。。。。G7 峰峰峰峰會會會會今今今今早早早早於於於於魁魁魁魁北北北北克克克克時時時時間間間間 11:45am 展展展展開開開開，，，，6 月月月月 9 日日日日(周周周周六六六六)魁魁魁魁北北北北克克克克時時時時間間間間 16:00-17:00(香香香香港港港港周周周周日日日日 04:00-05:00am)召召召召開開開開記記記記者者者者

會會會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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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過等財爺派錢好過等財爺派錢好過等財爺派錢好過等財爺派錢。。。。昨昨昨昨晚晚晚晚金金金金價價價價雖雖雖雖然然然然升升升升破破破破拋拋拋拋物物物物線線線線反反反反手手手手點點點點及及及及 250WMA，，，，但但但但因因因因為為為為近近近近期期期期市市市市

況況況況牛牛牛牛皮皮皮皮反反反反覆覆覆覆，，，，仍仍仍仍要要要要待待待待本本本本周周周周收收收收市市市市價價價價企企企企穩穩穩穩在在在在 1300 以以以以上上上上始始始始可可可可確確確確認認認認升升升升勢勢勢勢。。。。任任任任何何何何圖圖圖圖表表表表號號號號都都都都一一一一定定定定要要要要確確確確認認認認才才才才可可可可作作作作實實實實。。。。若若若若收收收收市市市市 1285 之之之之下下下下看看看看淡淡淡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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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ily Trading :                                                            Profit At  獲利           Stop Loss 止蝕        

每日一單：                1297.50               1309.50                     1293.50 
                         

Hedging: (Buy & sell simultaneously)  1297.50               1309.50                     1293.50 

對  沖 單：(同時買入及沽出)                   1297.00               1285.00                     13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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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vious Day 上日利潤 ＋５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   ６０ 

沽單止 4 元，買單吃 5 元 

 Sell cuts 4, buy takes 5 

Profit +1 利潤+1 

繼續持有先前買賣單 

Continue to hold 

previous pos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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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           港金息口港金息口港金息口港金息口       Interest of HK Tael Gold                     2018年6月 
1 (二) -20 11 (五) -20 21 (一) -20 1 (五) -20 11 (一)  21 (四)  

2 (三) -20 12 (六) ／ 22 (二) -20 2 (六) ／ 12 (二)  22 (五)  

3 (四) -20 13 (日) ／ 23 (三)   -20 3 (日) ／ 13 (三)  23 (六) ／ 

4 (五) -20 14 (一) +20 24 (四) -20 4 (一) +20 14 (四)  24 (日) ／ 

5 (六) ／ 15 (二) +20 25 (五) -20 5 (二) +20 15 (五)  25 (一)  

6 (日) ／ 16 (三) -20 26 (六) ／ 6 (三) +20 16 (六) ／ 26 (二)  

7 (一) -20 17 (四) -20 27 (日) ／ 7 (四)  17 (日) ／ 27 (三)  

8 (二) -20 18 (五) -20 28 (一) -20 8 (五)  18 (一)  28 (四)  

9 (三) -20 19 (六) ／ 29 (二) -20 9 (六) ／ 19 (二)  29 (五)  

10 (四) -20 20 (日) ／ 30 (三) -20 10 (日) ／ 20 (三)  30 (六) ／ 

      31 (四)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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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60 HK46,800 2011 +US$629.90 HK 491,322 2018 +US49 HK38,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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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 
重要性 

Place 

地區 

Indicator 
 

數據 Previous 

前值 

Expected 

預期 

8/6 (五)Fri 03:00 ☆☆☆ US 美國 Consumer Credit 非農業就業人數 164K 168K 

8/6 (五)Fri 22:00 ☆☆☆ US 美國 Wholesale Trade 批發貿易 0.3% 0.1% 

即市新聞摘要 
特朗普與到訪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白宮舉行聯合記者會，他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可能與金正恩簽署結束韓戰的

協議，又指正研究，並就此事商討。特朗普指出，若特金會舉行順利，他將邀請金正恩訪問美國，但他也警告，如

果會議並不順利，已有準備「走人」。他亦指，若在特金會後仍使用「最大施壓」一詞，即意味談判不太順利。 

 

前紐約市長、獲特朗普聘用專責處理「通俄門」調查的朱利安尼，在以色列出席投資會議時談到美國與北韓近日互

動。他稱特朗普早前宣布取消美朝峰會後，金正恩雙手雙膝伏地乞求特朗普恢復峰會。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說，北韓領袖金正恩曾經親自向他提到，北韓準備放棄核武。金正恩曾經向他提過，準備好落實無

核化，明白現時的模式行不通。蓬佩奧又說，在美朝峰會後，將前往中國、日本和南韓，簡報美朝峰會結果，商討下

一步行動。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於明天在山東青島，主持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十八次會議，大會將會發表《青島

宣言》。清華大學卡內基全球政策中心認為，金正恩有機會現身青島，因為上合組織各成員國與北韓關係良好，較容

易獲接納。若能成功爭取中俄領導人支持，會增加與美國總統特朗普談判的籌碼，即使新加坡會晤破裂，北韓經濟上

亦可以軟著陸。 

 

美國商務部公布已與中興通訊達成協議，新華社評論文章指，中興與美國政府達成協議，成果來之不易。文章指事件

值得中國以至跨國企業引以為戒，中興事件只是一宗企業違規的個案，但中國政府以民為本，投入大量資源與美方多

輪交涉，終於將中興救回來。 

 

市場對歐洲央行下星期會議將討論結束量化寬鬆政策的預期增強，並估計央行或在今年底前撤出龐大的買債計劃。德

國央行總裁魏德曼亦表示，歐洲央行在年底前結束買債計劃的預期似乎是合理，相關言論帶動歐元兌美元最高升至

1.184 美元。 

 

人民銀行上海總部副主任孫輝表示，自 2016 年開始集中整治互聯網金融風險至今取得明顯成果，其中境內比特幣交易

平台、ICO 清理整頓和取締工作已經基本完成，前者已基本退出市場，ICO 則全部被取締。 

 

美國上周新申領失業援助人數減少 1 千人，減至 22.2 萬人，少過市場預期，反映勞工市場進一步收緊。數據顯示，4

周平均新申領失業援助人數增加 2750 人，升至 22.55 萬人，持續申領失業援助人數增加 2.1 萬人，升至 174 萬人。 

 

美國聯儲局公布，4 月消費者信貸增加 92.6 億美元，遠低於市場預期的 137.5 億美元。另外，3 月消費者信貸向上修訂

至 122.8 億美元，前值為增加 116.2 億美元。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周三下午在首相府宣布新內閣成員名單，其中女性大臣多達 11 位，男性閣員只有 6 位，是西班牙歷

史上女性大臣最多的一屆政府。桑切斯政府的經濟團隊將由女性領軍。他曾表示，新政府優先要務是「尊重馬德里對

歐盟做出的削減赤字承諾」。 

 
恒指 ：31237.56   -275.52                     上證綜指： 3083.24   -26.03                  道指 ：25241.41   +95.02 

Hang Seng Index (10:00am)                   Shanghai Composite (10:00am)               Dow Jones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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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nvesting.com/economic-calendar/initial-jobless-claims-294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y & Investment (19)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экономики и инвестиций 

 

The G7 leader summit starts at 11:45am Quebec Time this morning in Canada and the press conference will be held at 
16:00-17:00 of 9th Jun (Sat) Quebec Time.  
 
One week ahead, Donald Trump announced the steel tariff of European Union to be effective on today; apparently he is 
ready to face an all side discussion or even fierce quarrel with the powers. It can be said as a tournament of the Knight of 

Round Table (圓桌武士大決戰). Facing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everything is going to have a new way. Russia is 

banned from the G8 because of the Crimean Problem and now only G7. Nest week, the Russian World Cup kicks off. 
They said that they will use this venue to go back to international stage. China has been promoting “The Belt and 

Road”(一帶一路). It is the official term of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the 21
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Russia in response launched out their project of “Greater Europe and Asia Relation”. This is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undergoing. Every nation is going to extend their power and relation, but not yet finished….. 
 
Facing the BREXIT,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is going to press down the ITALEXIT and SPANEXIT by stopping the 
QE policy, it will be quite peaceful and clam this year, but no one can guarantee what will happen in the next few years. 
Donald Trump said that the Chinese President Xi is his personal good friend; Vladimir Putin said President Xi is the only 
leader that celebrated the birthday with him. Even now President Xi and People’s Daily News in Beijing, they joined the 
latest trend of posting in Twitter, just to make a better relation with the outer world. 
 
Mind that the Dow Jones has been rising since Mar 2009 and is still continue to rise because of improvement in job 
market. 

                           (……to be continued) 
Last night the gold price went up and touched the Parabolic SAR and 250 WMA, because recently the market is sluggish, 

so it must wait for the signal of confirmation. That is the closing price of this week should be clearly above 1300 in order 

to confirm a bullish market of the next two month, or else the sluggish market will be further extended and when goes 

under 1285 bear market for two months will be expected.  

是日阻力位 Daily resistance 1312 – 1317           是日支持位  Daily support 1280 – 1285 

Initial Claims : Barrack Obama came 
into office in January 2009, on 5th March 
2009 (Thu), the Initial Claims reached 
the top, for on 6th March 2009 (Fri), the 
first tax refund check of the ARRA 
bailout announced to be mailed off.  
 
Initial Claims started to fall on that day 
till now, while the Dow Jones started to 
rise since that time up till now. 
 
The curren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ctually started from the top of this chart. 
At that time the figure was 645K, 
yesterday the consensus range was from 
220-225K, actual released was  222K. 

美國初領失業救濟金人數美國初領失業救濟金人數美國初領失業救濟金人數美國初領失業救濟金人數：奧巴馬於 2009 年 1 月 20 日就職，最主要任務是救市、替美國經濟自金融

海嘯中轉型；而轉捩點就是在此圖的頂部。2009 年 3 月 5 日(星期四)的初領救濟金人數為 645K，昨天

預期為 220-225K，實質公布為 222K。 美股道瓊斯指數仍自該點開始見底回升，直至今天仍在大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