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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場 動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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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談到金價，不得不提敘利亞戰事。因它對黃金市場實在太翻雲覆雨了。請參閱 2013 年 5 月 2-10 日

之本刊專題，其餘有關事件散見各輯。黃金大牛市始於 2001 年之紐約恐怖襲擊，美帝及盟友隨即展開反

恐戰，什麼時候結束？───2011 年，該年發生什麼事？9/11 元凶拉登伏法，中東狂人卡達菲亦歸西。

但 2011 年卻是敘利亞戰事展開的一年；誰說戰事一定令金價上升呢？誰說停火金價會下跌呢？敘利亞戰

事就是典形的炒反市，由開戰一直炒至現在，帶領著黃金炒家在炒反市。開戰下跌，停火上升！！！！ 
 

2001 年的阿富汗反恐戰的確令金價升了 10 年，但 2011 年展開的敘利亞戰事，卻令金價展開大熊

市，直至首次由聯合國傳出達成停火協議為止始轉為升市。2015 年底本刊推出專題"千金散盡還復來"，

指出熊市會在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4:00 結束，而牛市則會在 2016 年 1 月 1 日 0 時 0 分 0 杪開始，結果轉

勢的年、月、日、時、分、秒，全中全中全全中。詳情請參閱 2015 年 12 月 14-31 日之本刊，及後 2016

年黃金打造 30 了年來最強的首季升幅，敘利亞戰事是在 2016 年初首次達成停火協議。不過中東的所謂停

火，通常都要每年重新簽署停火協議連續達數年才可真正止息干戈的。 
 

但要知敘利亞戰事是最少 5 方在交戰，俄羅斯支持政府軍，美帝支持反抗軍。美帝行動是以空襲為

主。不過美、俄雙方都在對抗恐怖份子，齊齊打反恐戰。而所謂伊斯蘭國，老夫一早已說他們只像太平天

國一樣，尚未立國便要亡國的。美、俄雙方是不對戰的，個別的小規模擦槍走火除外。但留意敘利亞的隣

國是土耳其，雙方不時都有衝突。也有針對俄羅斯的軍機而戰。可是土耳其這個中東國家，如今打茅波要

加入歐盟；歐盟也打茅波接納這個中東國家，正在商議程序當中；其實雙雙打茅波都是為了俄羅斯。怪不

得敘利亞那麼多難民，更引發地中海難民潮包括北非之難民。…… 
 (……待續) 

美帝的貿易戰不是針對中國而是全球，因此中國要拉隴歐盟這些美帝的傳統盟友對抗之。美帝也要拉隴俄

國以示除他們以外仍有支持者的。是敵是友？且看他們本周會否攪出新秩序來。留意貿易戰展開後，美股於牛皮中

出現了一小升浪，美匯則跌破雙頂現正打造後抽。金價各技術線普遍因而出現沽貨訊號；但拋物線之反手位不可視

作入貨訊號，因為如今是炒反市，負負得正！只可將拋物點視作支持位，是日為 1239。美帝貿易戰不會那麼快結

束，但越打美股越升，這典形的炒反市時代始於敘利亞戰事，北約、英國及俄國之峰會都會談此戰事，多加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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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1.50               1239.50                     1255.50 
                         

Hedging: (Buy & sell simultaneously)  1252.00               1270.00                     1248.00 

對  沖 單：(同時買入及沽出)                   1251.50               1239.50                     125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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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ll at sight 現水位沽出

Возвращение России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ую арен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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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vious Day 上日利潤   －４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77.5 

Sell wins 8  buy cuts 4 

沽單吃 8，買單止 4  

Profit 利潤+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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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           港金息口港金息口港金息口港金息口       Interest of HK Tael Gold                     2018年7月 
1 (五) -20 11 (一) -20 21 (四) +20 1 (日) ／ 11 (三)  21 (六) ／ 

2 (六) ／ 12 (二) +20 22 (五) +20 2 (一) -20 12 (四)  22 (日) ／ 

3 (日) ／ 13 (三) -20 23 (六) ／ 3 (二) -20 13 (五)  23 (一)  

4 (一) +20 14 (四) -20 24 (日) ／ 4 (三) -20 14 (六) ／ 24 (二)  

5 (二) +20 15 (五) -20 25 (一) +20 5 (四) -20 15 (日) ／ 25 (三)  

6 (三) +20 16 (六) ／ 26 (二) +20 6 (五) -20 16 (一)  26 (四)  

7 (四) +20 17 (日) ／ 27 (三) -20 7 (六) ／ 17 (二)  27 (五)  

8 (五) -20 18 (一) -20 28 (四) -20 8 (日) ／ 18 (三)  28 (六) ／ 

9 (六) ／ 19 (二) -20 29 (五) -20 9 (一) -20 19 (四)  29 (日) ／ 

10 (日) ／ 20 (三) -20 30 (六) ／ 10 (二)  20 (五)  30 (一)  

               31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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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77.5 HK60,450 2011 +US$629.90 HK 491,322 2018 +US72.0 HK56,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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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三)We 19:00 ☆☆ US 美國 MBA Mortgage 抵押貸款 -0.5% -0.6% 

11/7 (三)We 20:30 ☆☆☆ US 美國 Producer Price Index 生產者物價指數  0.5% 0.2% 

11/7 (三)We 22:00 ☆☆ US 美國 Business Inflation 商業通漲指數 2.1% 2.0% 

11/7 (三)We 22:00 ☆☆☆ US 美國 Wholesale Trade 批發銷售 0.1% 0.5% 

11/7 (三)We 22:30 ☆☆☆ US 美國 EIA Petroleum Report 石油報告 1.2M 1.5M 

即市新聞摘要 News Headlines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峰會 11、12 日將在布魯塞爾舉行，特朗普一再抨擊北約的歐洲成員國和加拿大未能兌現承諾，

沒有將國防經費占國內生產毛額的比重 提高至 2%。聲稱美國「承擔北約 90%費用」，根據北約的數據，2017 年

美國承擔北約不到 72%的 國防經費。當年 29 個成員國軍費開支總額為 9570 億美元，美國投入 6,860 億美元。 

2017 年英國以 550 億美元排名第 2，再來是法國的 460 億美元和德國的 450 億美元。 

 
歐洲理事會主席圖斯克今天隔空對美國總統特朗普傳達直率的訊息說：「珍視你的盟友」。特朗普近日來提高對

歐洲防衛開支的批評，強調有多 個歐洲聯盟成員國未能達到所同意的投資目標。北約峰會恐導致這個跨大西洋聯

盟再起紛爭。圖斯克提醒大家，在 2001 年美國遭到 911 恐怖攻擊 事件後，歐洲部隊與美國人在阿富汗併肩作

戰，並有人 員陣亡。 圖斯克說：「我們明天在北約峰會會面時，請記住這點。最重要的，當你在赫爾辛基會晤

（俄羅斯）總統蒲亭時，應該看清楚誰是你的戰略 朋友，而誰是你的戰略問題。」 

 

美國公布對另外 2000 億美元中國貨物的關稅清單，將徵收 10%關稅。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說，新的關稅名單包

括《中國製造 2025》報告中列出產品。新一份徵稅清單會諮詢公眾兩個月，期間不會對有關貨物徵稅。美國方面

說，制定新的徵稅名單時已考慮過對美國消費者的影響，又指美國與中國的關稅談判未能取得成功。美國總統特朗

普上周五公布向價值 340 億美元中國貨物徵收 25%關稅。報道提到，另一份涉及 160 億美元中國貨品的關稅清單，

預計本月稍後進行公眾聽證會。 

 

在英國接觸神經毒劑「諾維喬克」後中毒昏迷的男子，已經恢復知覺。這名男子現時在索爾茲伯里一間醫院留醫，

院方表示，男子的情況顯著改善，但他仍然感到身體不適，需要醫護人員 24 小時照顧。男子的 44 歲女友接觸「諾

維喬克」後證實不治，當地警方循謀殺方向展開調查。英國政府指責事件與俄羅斯有關，但俄方否認。 

 
中國外交部強調，劉霞離開中國，與李克強在德國訪問沒有關聯。德國政府曾公開表示，如果劉霞選擇德國，隨時

歡迎她來。德國總理默克爾一直為劉霞前往德國或歐洲第三國斡旋。今年五月，默克爾訪華，與李克強召開聯合記

者會，有記者詢問劉霞是否可重獲自由，李克強表示，尊重執法部門依法採取的行為，但也要尊重並奉行人道主

義，中方願和德方就「有關個案」繼續對話。 

 

美國總統特朗普周一晚宣布，提名堅定的保守派法官卡瓦諾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接替上月底宣布退休的溫和派大

法官肯尼迪。卡瓦諾支持民眾擁槍權，也主張在任總統不應受調查或訴訟干擾。如獲國會參議院確認，由九位法官

組成的最高法院將變右傾。 

 

英國脫歐事務大臣戴德偉及外相約翰遜相繼請辭後，首相文翠珊周一宣布委任衛生大臣侯俊偉（Jeremy Hunt）接替

剛辭職的約翰遜，出任外相。侯俊偉是文翠珊的親信，妻子來自中國西安。 

 

美國勞工部職位空缺及勞動力流動調查（JOLTS）顯示，5 月經季節調整後的職位空缺跌至 663.8 萬個，多過市場

預期的 658.3 萬個。 

 恒指 ：28325.90   -359.86                    上證綜指： 2783.52  -45.02                   道指 ：24919.66   +143.07 

Hang Seng Index (10:00am)                   Shanghai Composite (10:00am)               Dow Jones (Closing)   

 



第 4 頁     БУЛЬЛИОН ЭКСПРЕСС                2018 年 7 月 11 日(星期三) 

     美俄在敘利亞的空襲              美軍及聯軍空襲伊斯蘭國             美軍空襲伊拉克及敘利亞 

      
 
Left pie chart denote the total airstrikes of US and Russia inside Syria, the middle and right pies are against ISIS. Mind that 
the base of calculation is different in US and Russia. The former counts on target hitting without counting the number of 
planes but Russia counts on flights and neglecting number of targets, just vice versa. US is not fighting directly with Russia, 
but Russia supports the government army and US supports revolution army. NATO and EU are also backing up America. 

美軍空襲敘利亞是得到歐盟及北約的支持。左圖空襲次數美軍是以出擊的目標來計算而沒有算派出戰機

架次。俄羅斯反過來只算起飛的戰機數目而不計算目標多少。中圖是計算空襲伊斯蘭國目標，右圖是比

較敘利亞和伊拉克之空襲。 
 
 

 

 

 
 

 

 

 

 

Russia back to International Stage (16) 
 

 

When talking about gold price, we must mention the Syrian War, for it leads to reverse trading since 
the war. The Syrian War broke out in 2011, thus ended the 10 year bull market of gold from the 9/11 terror 
attack in New York. And when armistice reached in early 2016, the gold dropped. This is what we called 
reverse trading. 

 
By the end of 2015, this bulletin launched out a topic of “Spent and God will send” (千金散盡還復來). 

Predicting the bear market will end at 24:00 of Dec 31 2015; and bull market will start at 0 sec, 0 min, 0 
hour, 1st day, 1st month of 2016, and it really did. Normally, the ceasefire agreement in Middle East needs to 
be renewed several times before real armistice. 

 
In Syria, 5 forces are fighting against each other, but the US and Russia are fighting against ISIS 

simultaneously even if they support the revolutionary army and government army respectively. The European 
Union is having negotiation with a Middle East Country Turkey and ask them to join the EU, actually both of 

them are having foul play (打茅波). They are aiming against Russia. 
(……to be continued) 

The Trade War is aiming at the whole world and not just China. Therefore China wishes to unite 

together with the EU and other allies of America. US also wish to get the support of Russia. Lo and behold 

see whether there will be new order in the summit of NATO, UK and Russia this week. The Trade War led to 

a rise of small wave in Dow Jones, but the USD Index has just broken the neckline and is forming a 

drawback. The Parabolic SAR is having a reverse signal, but do not treat it as a buying signal for the market 

is having reverse trading. Negative and negative denotes positive. So mind the supporting point which is 

1239. Trade War will not end so soon and might last for a very long time. 

Возвращение России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ую арену 

是日阻力位 Daily resistance 1263 – 1268          是日支持位  Daily support 1234 – 12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