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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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新加坡舉行的美、朝世紀峰會，雷聲大、雨點小！金融市場對它反應有限；股、匯、金、期皆窄幅

上落。概因市場因素眾多，錯緃複雜，經常有利好及利淡因素同時湧現。當利好因素覆蓋利淡素之時，大

市自然上升；反之則下跌。但有時也有爭持期及牛皮階段，投資者也要找出翻身的方法。 
 

爭持與牛皮待變其實只是一線之差，爭持很多時候出現在高位情況，即好淡消息相互衝擊。像近期

的 G7 峰會不歡而散，是史無前例的首次決裂，首次有成員不肯簽署聯合聲明，而且是美帝拒簽，影響力

肯定比其他成員大。但另一方面，美朝在新加坡之棄核峰會，被視作和平之旅，氣氛良好但進程緩慢，肯

和談但確實棄核日期及細節尚待商討。當金價牛皮不變之時，投資者應如何對待？再看中美貿易爭拗又有

淡化之跡象。美國雖然退出伊朗核協議，但俄羅斯銳意斬將奪旗，重返國際舞台去主持大局。 
 

首先要辦別出爭持與牛皮。爭持通常是在高位，而且有大陣營對壘，如什麼對沖基金或機構投資

者，是以大火力、大銀碼對決，而且高低位之波幅較大。牛皮者，多數在低位，而且大家不敢貿然入市，

是炒家怕損失，爭持是炒家不怕損失，拼過你死我活。這個情況一般散戶如何對應？就要看不同的圖表形

態去決定。因為大家都在等消息，所以不能和大家一起等。簡單而言先看有沒有頭雙肩之出現，無論正體

頭雙肩，或倒轉式頭雙肩(又稱頭肩底)，都是示意大戶在爭持，因破位之後，很多時候都可以依書直說、

並無虛言去追隨量度升幅或跌幅。但若是遇上敏感三角形即近期的金價是由上升三角形變體而成的，剛所

謂量度升幅或跌幅很多時候都並不準確。 
 

這是就要等確訊號，也要若是上升之時先看陰陽燭的槌頭是否向上，也要看槌頭力度夠不夠。主要

還是看阻力位，但它是會逐日移上的。如果拋物線此時破位，指示性也不算大，也要等其它訊號去確認，

此時最好等牛熊分界線的 250WMA。那麼除了等訊號出現，更重要的是要看到確認訊號方可行事。 
 (……待續) 

如果連世紀峰如果連世紀峰如果連世紀峰如果連世紀峰會會會會及及及及 G7 破裂都炒不動大市破裂都炒不動大市破裂都炒不動大市破裂都炒不動大市，，，，那就要等本周五那就要等本周五那就要等本周五那就要等本周五(請參閱附錄請參閱附錄請參閱附錄請參閱附錄)。。。。每日做一單每日做一單每日做一單每日做一單、、、、好過去打好過去打好過去打好過去打

工工工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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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看就是看就是看就是看 4 種期貨到期日及種期貨到期日及種期貨到期日及種期貨到期日及 3 大央行議息大央行議息大央行議息大央行議息。。。。重申如本周金價收在重申如本周金價收在重申如本周金價收在重申如本周金價收在 1296-

1303 偏好偏好偏好偏好，，，，1310 確認確認確認確認。。。。如收在如收在如收在如收在 1285-1290 偏淡偏淡偏淡偏淡，，，，1280 確認確認確認確認。。。。如收在如收在如收在如收在 1290-1295 還要再等還要再等還要再等還要再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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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5.50               1307.50                     1291.50 
                         

Hedging: (Buy & sell simultaneously)  1295.50               1307.50                     1291.50 

對  沖 單：(同時買入及沽出)                   1295.00               1283.00                     1299.00 

 

Annual Profit of past years  投資策略往績 

每日一單 Daily Trading                                                 對沖單 Hed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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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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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54 HK45,240 2011 +US$629.90 HK 491,322 2018 +US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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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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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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三)We 17:00 ☆☆ EU 歐盟 Industrial Production 工業生產 +3.0%. +3.2% 

13/6 (三)We 20:30 ☆☆☆ US 美國 PPI 生產者價格指數 +0.1%. +0.2% 

13/6 (三)We 22:30 ☆☆☆ US 美國 EIA Report  EIA 石油報告 2072k 2500k 

13/6 (三)We 26:00 ☆☆☆☆☆ US 美國 FOMC Meeting 聯儲局例會 1.50-1.75 1.50-1.75 

13/6 (三)We 26:30 ☆☆☆☆☆ US 美國 Fed Press Conference 聯儲局紀者會 ／ ／ 

即市新聞摘要 
美朝峰會昨早由美國總統特朗普與北韓領袖金正恩的歷史性 12 秒握手，揭開序幕，之後兩人簽署聯合聲明。惟北

韓僅重申致力實現無核化，並無時間表，更不是美方堅持的「完全、可驗證、不可逆轉」無核化；相反，美國承

諾保護北韓政權及叫停聯合軍演。有美國專家坦言，聲明無核化承諾不增強反減弱。金正恩表示與特朗普的歷史

性會面跨越歷史，踏入新開始，形容聲明有歷史意義，世界會看到巨變發生。惟有記者問是否會放棄核武，他沒

有回應。 

 
北韓朝中社報道美朝在會後發表聯合聲明的相關消息，形容領袖金正恩和美國總統特朗普就建立新的朝美關係、

構建半島永久而且鞏固的和平機制等問題，廣泛、深入、坦誠地交換意見。報道說，特朗普明確表示，美方將保

障北韓的安全，金正恩就重申對朝鮮半島完全無核化的決心堅定不移。雙方堅信建立新的朝美關係，將對實現朝

鮮半島和世界和平與穩定作貢獻，一致認為雙方建立互信關係能推動朝鮮半島無核化取得進展。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美朝峰會後宣布，將暫停美韓聯合軍演，指軍演具挑釁性及開支龐大。美國國防部發言人稱，

對於總統特朗普宣布暫停在朝鮮半島附近的軍事演習，國防部長馬蒂斯稱並未感到意外，在特朗普宣布這一決定

之前，他與國防部的最高官員進行了商議。 

 

中國大陸丙烷儲罐 製造商被控在美傾銷，並收受不公平補貼。美國總統川 普手下的商務部今天宣布，將針對中國

相關進口商品祭 出其他貿易措施。 中國頻頻被控竊取美國技術，而與川 普政府爆發一連串貿易紛爭，中國丙烷

儲罐製造商被控 在美傾銷是最新一例，其中規模最大的是美國即將對 500 億美元的中國商品課徵 25%關稅。 

 

特朗普政府上台後，台美關係升溫，外界一度預期華府可能派出重量級高官赴台為 AIT 新館剪綵，以示對台灣的

支持，但最終只派出一名助理國務卿，級別不似預期。 

 

美國財政部公布，5 月預算赤字為 1470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66%，亦超出市場預期赤字 1440 億美元。美國

本財政年度至今，預算赤字為 5320 億美元，對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預算赤字為 4330 億美元。 

 
石油輸出國組織及俄羅斯等產油國下周檢討減產協議，各國開始表明立場之際，油組旗下研究部門發表每月報

告，警告全球石油需求呈高度不確定性，幅度達每日 170 萬桶，意味大幅高過或輕微低於油組目前產量，下半年

前景需密切注視。報告又提到石油需求下行風險，包括主要經濟體增長放慢、撤銷燃料補貼、消費者轉用天然氣

取代石油，而美國、加拿大及巴西石油產量可能加速提升。與此同時，沙特阿拉伯向油組表示，上月產量自去年

10 月來首次升至每日 1,000 萬桶之上。 

 
美國 5 月消費物價指數按月上升 0.2%，符合市場預期，上月汽油價格升幅放緩至 1.7%。指數按年上升 2.8%，是

2012 年 2 月後最大升幅，主要受基數效應影響。數據顯示，扣除食品同能源價格的核心消費物價指數按月上升

0.2%，同樣符合市場預期，受到新車價格同保健費用上升支持。指數按年上升 2.2%，是去年 2 月後最大升幅。 

 
 

恒指 ：30946.29  -162.75                   上證綜指： 3065.58        -14.03              道指 ：25320.73   -1.58 

Hang Seng Index (10:00am)                   Shanghai Composite (10:00am)               Dow Jones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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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y & Investment (22)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экономики и инвестиций 
 

The Singapore summit was in a peaceful atmosphere, it brings optimistic outlook for cessation of nuclear war 
in Korean Peninsula. However, no time schedule has been fixed; still quite a long, long journey to reach the 
ultimate target.  The reaction in financial market is sluggish, every product keep going in a narrow range. Their 

bark is worse than the bite. (雷聲大、雨點小) 

 
Simply because of good news and bad news come together! The breaking up of G7 meeting is the worse case 
ever, never happened in history that a member refused to sign the joint agreement, especially it is the US,  the 
influence will be greater than other members. But on the other hand, the Trump-Kim meeting is considered as 
a good news, as least eliminated the chance of World War III.  Also the Chinese trade War, Iran nuclear crisis, 
and Russia going back to intentional stage with effective from the World Cup Final, good news and bad news 
come simultaneously. 
 
So we must refer to chart analysis, and see how it reflects the situation. Whenever fierce struggling occurs, 
normally a head and should will be formed (or reverse head & shoulder), and we can follow the measurable 
falling but if in sluggish manner, it will form a symmetrical triangle, the extension will not be so accurate.   
Therefore we have to wait for the signal of confirmation in this stage.                

(……to be continued) 
The market is said to be directionless recently, but we still need to find out a way for speculators dared not to 

place too much capital and just keep watching. Beware of the “3 Spirits Knocking” and “Quadruple Witching”. 

So when the closing price of this week is at 1296-1303, the market looks slight good, but need for confirmation at 1310. 

When close at 1285-1280 look bearish and confirmation is at 1280. But when between 1290-1295, we still have to 

wait…...wait…...w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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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央行利率 Major Central Bank Rates    22/03/2018 

國  家 Country 最新利率 Latest Rate 變動 Change 變動日期 Date of Change 

美    國      USA 1.50 - 1.75 +0.25 22/03/2018 
歐    洲    Europe 0.00 -0.05 16/03/2016 
日    本     Japan 0.00 - 0.10 -0.10 05/10/2010 
英    國       UK 0.25 +0.25 02/11/2017 
澳    洲   Australia 1.50 -0.25 02/08/2016 
紐西蘭 New Zealand 1.75 -0.25 10/11/2016 
加拿大      Canada 1.00 +0.25      07/09/2017 

 

三三三三    鬼鬼鬼鬼    拍拍拍拍    門門門門 
 

本周三大央行議息， 

公布時間如下： 

 

美聯儲局 14/6(四)      02:00  

歐洲央行    14/6(四)   19:45  

日本央行    15/6(五)   12:00  

 

以上均為香港時間，公布後

並有記者會。      

四四四四    重重重重    女女女女    巫巫巫巫    日日日日    
本周五美國為美國 4 種主要

期貨到期日，炒家需要抽調

資金補倉或加碼，市場可能

會有異常波動─── 

 

股票期權、股票指數期權、

股指數期貨,個別股票期貨。 

 3 Spirits Knocking: 
This week 3 major central banks are having there rate decision at the following time with 
press conference afterwards: 
FED  14th Jun(Thu) 02:00HKT;   ECB 14th Jun(Thu) 19:45HKT;    BOJ 15th Jun(Fri) 12:00HKT 

Quadruple Witching: 
Four major futures are on expiration this Friday in Wall Street, speculators need to withdraw 
or transfer their fund to meet the deadline and might lead to large fluctuations─── 

stock index futures, stock index options, stock options and single stock futur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