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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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林花謝了春紅，特朗普在 G7 峰會實在走得太怱怱，並憤言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在背後撞了他一刀 ，美帝

與歐盟之貿易談判決裂。 G7 峰會在周六結束，原本隔 55 個小時才到美朝峰會，而空軍一號由魁北克飛往新

加坡只需 17 小時，有足夠時間去適應時差及進行外交禮儀先拜會東道主。但特朗普以棄核談判為世紀重要會

議為名，提早起行前往新加坡，餘下議程由助手繼談判但也指示不要簽署聯合聲明。空軍 1 號之上一如荷里活

大電影的描述，是有衛星電話可以和地面任何國家聯絡，並進行推文罵戰，他肯定掌握得到談判的進程。特朗

普一如本刊年初所言是孤客盪天間，但同時也是一劍渡關山。而歐盟亦憤憤不平聲言要作反報復行動。 

 

當諸君觀看國際新聞之時，是日筆者有兩個美帝最潮的單字要作出解說，是 Tweetstorm 及 fallout。

Tweet 並非如日常解作小鳥叫聲，而是指各位大帝推文上引起之風波。Fallout 原解作原爆後的沉降物質及影

響，這裡解作美朝棄核峰會冷落了 G7 各位大帝。皆因特朗普喜愛玩推文，各國元首也無形中被牽扯入其中。

好處是各人可直接從元首收取第一手資料，而即使有任何怨氣也可向總統大人宣淺，無論他理也不理都好。正

如要加強槍械管制蟻民也可向總統先生表態，即使他不理也要讓他知道有這麼多人表態吧！高官也可藉此作為

試探政策之渠道；同時也是國家顯示與友邦建立溝通之另一渠道，正如是次 G7 峰會習近平也禮貌上發推文祝

特朗普會議成功，也得到總統的致謝回應。這樣兩位大帝的直接對話，平時小市民根本無法知悉，如今也可第

一時間看到呢。所以今後無論諸君怎麼忙，都不要忘記看各位大帝的推文呀。 

 

但這也很容易造就了反對聲音的團結，這次就導至球迷鼓燥、球證也鼓燥了！這次美帝聲稱開徵的鋼鐵

關稅，一意孤行。歐盟諸國加拿大都覺得自己是受害人，所遭受的損失比中國更慘重而群起反擊；可以說網上

的貼文是助長了這次的關稅風波及氣焰。但另一方面，也使人覺得美朝峰會十分重要，示意兩位大帝要以大局

為重，切勿意氣用事，大家都冀望和平的到來，沒有人想爆發核戰的。中國在促成美朝峰會後，也將停止對北

韓的制裁。雖然外界認為今天的美朝峰會只是第一步，以後還有很多回合要談細節。希望今天達成框架性大方

向半島無核化，以後逐步實行。這最終將會導至各方的經濟都會因而得益。無論美朝雙方，中國或南韓或其他

參予制裁的國家，都會因解禁而進入另一形態的經濟發展，因而進入雙贏及多贏局面。 
 (……待續) 

美美美美朝朝朝朝峰峰峰峰會會會會今今今今天天天天 9:00am 召召召召開開開開，，，，但但但但 8:39am 兩兩兩兩位位位位大大大大帝帝帝帝已已已已到到到到達達達達會會會會場場場場，，，，顯顯顯顯示示示示雙雙雙雙方方方方都都都都十十十十分分分分重重重重視視視視此此此此會會會會議議議議，，，，餘餘餘餘下下下下時時時時間間間間就就就就留留留留意意意意

新新新新聞聞聞聞發發發發布布布布好好好好了了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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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自自自 5 月月月月中中中中金金金金價價價價下下下下跌跌跌跌後後後後，，，，都都都都在在在在低低低低位位位位橫橫橫橫行行行行。。。。

如如如如今今今今拋拋拋拋物物物物線線線線轉轉轉轉勢勢勢勢已已已已 4 天天天天。。。。美美美美匯匯匯匯下下下下跌跌跌跌，，，，金金金金價價價價微微微微升升升升；；；；如如如如今今今今美美美美匯匯匯匯微微微微升升升升，，，，金金金金價價價價微微微微跌跌跌跌。。。。所所所所以以以以要要要要等等等等確確確確認認認認訊訊訊訊號號號號，，，，上上上上面面面面的的的的 250WMA

在在在在 1310 為為為為向向向向好好好好指指指指標標標標，，，，下下下下面面面面拋拋拋拋物物物物線線線線反反反反手手手手點點點點 1283 為為為為向向向向淡淡淡淡指指指指標標標標，，，，必必必必需需需需要要要要有有有有突突突突破破破破才才才才有有有有作作作作為為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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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   ５８ 

沽單吃２元，買單止４元 

 Sell wins 2, buy cuts 4 

Profit －２ 利潤－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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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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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17 (日) ／ 27 (三)  

8 (二) -20 18 (五) -20 28 (一) -20 8 (五)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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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58 HK45,240 2011 +US$629.90 HK 491,322 2018 +US45 HK3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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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二)Tu 18:00 ☆☆ US 美國 NFIB Optimism Index 中小企業樂觀指數 104.8 104.9 

12/6 (二)Tu 20:30 ☆☆☆ US 美國 Consumer Price Index 消費者價格指數 +0.2% +0.2% 

12/6 (二)Tu 20:55 ☆☆ US 美國 Redbook 紅皮書 4.0% 4.1% 

即市新聞摘要 
全球矚目的美朝峰會今早 9 時在新加坡聖淘沙的嘉佩樂酒店上演。美國總統特朗普和北韓領袖金正恩會先單獨會面

兩小時，雙方高官按情況在 10:00am 加入會談，預計午餐時間為 11:30am。如有所成果會發表聯合聲明，雙方官員

昨盡最後努力收窄無核化分歧。南韓傳媒昨引述新加坡消息人士指，金正恩已邀請特朗普下月赴平壤舉行第 2 次美

朝峰會，討論無核化等具體方案。消息指，美朝正考慮今日峰會就無核化與改善雙邊關係達成宣言協議，然後在第

2 次峰會上，討論無核化及終止朝鮮半島戰爭狀態等具體內容，未來亦會在華盛頓舉行峰會，最終制定全面無核化

路綫圖。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網站貼文，表示美朝雙方代表之間的會議進行順利而且良好，但都已經「無所謂」，因為很

快就知道即將舉行的「特金會」能否達成「真正的協議」。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表示，在新加坡舉行美朝峰會前

夕，北韓軍方一切平靜，沒有任何不尋常的舉動，或採取高度戒備狀態。馬蒂斯表示，駐韓美軍部隊不會是峰會的

討論課題。 

 

美朝峰會今日在新加坡舉行。北韓領袖金正恩的一眾親信包括妹妹金與正、勞動黨副委員長金英哲、國務委員會部

長金昌善，以及外長李勇浩、國防部長努光鐵等，悉數跟隨金正恩一同於周日抵埗，表現出全盤押注的陣勢。較令

人意外的是，三池淵管弦樂團團長玄松月也來到獅城，有分析認為平壤可能推動三池淵管弦樂團赴美演出。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表示，美國總統特朗普和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在新加坡召開的峰會，必須以朝鮮半島和平與可

查驗的非核化作為主要目標，並稱聯合國願承擔查驗工作。國際原子能總署的專家可協助查驗北韓是否已確實放棄

核武計畫。他向記者指出，全世界正密切關注數小時後的特金會有何結果。他又指，美朝領導人正設法擺脫令人感

到憂慮的困境。 

 

七國集團峰會不歡而散，美國無意撤回鋼鋁關稅，與盟友貿易摩擦升溫，德國總理默克爾指，歐盟將反制華府關

稅，並形容美國總統特朗普否定支持 G7 聯合公報的言論令人沮喪。G7 東道主、加國總理杜魯多在峰會後宣布七國

都同意發表聯合公報，但批評美國向鋼鋁加徵關稅是侮辱加拿大，他不會受到擺布，將採取報復措施，並拒絕美國

提出於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加入日落條款，引起美方不滿。特朗普隨即在 Twitter 稱杜魯多發表虛假言論，斥責他不

誠實和軟弱，決定撤回支持聯合公報。他又批評加國對美貿易順差高達 1,000 億美元，質疑為何要繼續容許這情況

出現，令美國人付出不公平代價，又把炮火轉向德國，指後者只需向北約貢獻 1%GDP，但美國要支付 4%，反問有

無人覺得合理。特朗普認為如果公平貿易不再互惠，只會是「愚蠢貿易」，重申情況將改變。 

 

伊拉克石油部長表示，油價需要維持穩定，產油國不應過度誇大原油市場需要更多供應，有關言論令石油輸出國組

織下次會議決定提高產量帶來不確定性。另外，有消息指沙特阿拉伯上月產量增加，但仍低於油組協定的目標水

平。紐約期油收市報每桶 66.07 美元，上升 36 美仙。倫敦布蘭特期油收市報 76.46 美元，無升跌。 

  

南韓交易所 Coinrail 上週末遭黑客攻擊，數位貨幣的安全性再度引發關切後，加密貨幣在亞洲大跌。日本

Coincheck 公司 1 月遭駭，損失超過 5 億美元數月後，Coinrail 並未說明上週末損失的貨幣價值，但指出正與當局和

其他貨幣開發商合作，追緝罪魁禍首。 

 
 

恒指 ：31029.85   -33.85                    上證綜指： 3052.78        -14.36              道指 ：25322.31   +5.78 

Hang Seng Index (10:00am)                   Shanghai Composite (10:00am)               Dow Jones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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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y & Investment (21)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экономики и инвестиций 
 

After the G7 meeting in Quebec, there is a time lap of 55 hours before the Trump-Kim meeting in Singapore. 
The Air Force One only takes 17 hours to fly the journey. He left the meeting but still kept on posting in the 
Twitter inside the Air Force One, and used the satellite telephone to notice his assistants not to sign any joint 
agreement.  
 
It also aroused a tweetstorm, and the fallout of the G7 is like the effect after the explosion of atomic bomb. The 
EU is in great discontentment with Trump and arranging for retaliation. It is a bad news after-all. 
 
On the other hand, the meeting in Singapore is expected to generate good news, at least to a certain extent, just 
see how big the magnitude is. The Trump-Kim meeting is believed to have certain achievement on cess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of Korean Peninsula. However, it would not have a one day cut, but might form a frame of 
outline so that their assistants can continue the talk. It may be a long, long journey, but if it is started, surely 
one day can reach the target, at least would not go the other way round of fighting. 
 
The bad news is in Europe, the good news is in Singapore, but another news is that China and Russia will unite 
together to form another great power, the effect will turn out gradually even not necessarily today.                           

(……to be continued) 
Since mid-May the price of gold has gone down, but it gradually moves in a horizontal upward way, quite 

sluggish indeed. However, the Parabolic SAR has changed upward and shown a buying signal 4 days ago. In 

the previous days the USD Index has gone down so the gold just moved slightly upward, but these few days the 

USD went up the gold is still between 1294-1303, therefore we have to wait for a confirmation which is the 

250 WMA at 1310 of upward, and downward confirmation will be at 1283. 

是日阻力位 Daily resistance 1310 – 1315           是日支持位  Daily support 1283 – 1288 

專專專專    題題題題    預預預預    告告告告    Coming Soon 
俄羅斯世界盃本周揭幕，普京連任長期總統時聲言要帶領俄羅斯重返國際舞台。特朗普剛要求 G7 將俄會藉解

凍恢復 G8 峰會；普京也表態願意與美帝特朗普進行峰會。中國更以上合組織會議明槍明刀與 G7 唱對台戲，更

強調此集會只有兩種官方語言，就是中文及俄文，示意要另起爐灶。本刊自 2016 年石油危機之始末，專題已被

翻成俄文在歐洲發行，顯示彼邦民眾也開始關心國際金融市場之動態。黃金快訊是年亦正式取俄文名字為

БУЛЬЛИОН ЭКСПРЕСС；本刊在英文版之中文解說，除可糾正不合規格的港式英語外，亦被某些歐洲教授推

介為外國人活學中文之例子。下周二將推出新專題： 
    

重返國際舞台重返國際舞台重返國際舞台重返國際舞台    的的的的    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    

Russia going back to International Stage 
 

The Russian World Cup is kicking off on Thursday. When Vladimir Putin stepped on the long term Russian president, he 
said his task should Russia bring back to international stage. Donald Trump just urged that G7 should revitalize the 
membership of Russia and goes back to G8. Putin stated he is willing to have a summit with Trump. China having a rival 

show (唱對台戲) with G7 by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ummit, shows that another strong group of power 

is nourishing. Since 2016, this bulletin is being translated into Russian language showing that their general citizen is 
becoming interested in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 In the English edition, there are always some Chinese 
explanations which are treated as a good venue for foreigners to learn Chinese. Next Tuesday, our new topic is as above 
concerning Russia.  Meanwhile, the official Russian name of this bulletin is БУЛЬЛИОН ЭКСПРЕС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