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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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2014 年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後，土耳其突然身價倍增，成為了歐盟、美帝及俄羅斯爭取拉隴的對像；請翻閱附錄

的谷歌地圖一看，自然明白一切(在本刊第 4頁)。 
 

俄羅斯為了擴張黑海艦隊基地，於是吞併了克里米亞。但黑海艦隊若要控制歐洲及揚威世界，就必需先通土耳其

的博斯普魯斯海峽。於是這個中東國家戰略位置急升，他們想加入歐盟，目的是名正言順要從德法這些大國得到經濟利

益及援助。但土耳其根本是中東國家，人種是中東的褐色人種而非歐洲的白人，語言也中東式而非歐洲的羅馬文字。國

土 90%在中東只有 10%在歐洲；首都也在中東，這樣也可以加入歐盟，實在是雙方都在打茅波。 
 

俄羅斯雖然在北方也有北海艦隊，但每年有數個月的時間冰封，作用不大。亞洲艦隊更是鞭長莫及，要重返國際

舞台，就靠中東的黑海艦隊去控制歐洲了。所以先取克里米亞，後衝出中東進入地中海，才宣揚天威；這就要先過土耳

其這一關。但敘利亞戰事的確亂過亂世佳人，土耳其支持反抗軍，俄羅斯支持政府軍。2015 年 11 月土耳其攻擊落兩架俄

羅斯在敘利亞的 SU-24 戰機，當時金價急升但真相大白後急跌。本刊率先作出案情重組是俄 SU-24 短暫越界，土方之美

製 F-16 越界追擊。及後證實是總理下聖旨等俄軍越界便馬上射擊。因為山區邊界模糊，追擊恐怖份子時稍為越界難免，

後來證實 SU-24 只越界 17 秒就被擊落，土方顯然是早有準備要展示下馬威，否則 17 秒能判斷什麼？當時法國與北約和

俄羅斯商討聯手對付伊斯蘭國，所以美軍沒有介入對付俄軍而靠土耳其出面。 
 

敘利亞戰事關係盤根錯節，不只是新聞中說什麼導彈與戰機，又或化學武器或難民那麼簡單。隨時一則新聞可以

變出一枝大陽燭或大陰燭，不久又急轉灣。又或打出新聞之時人家不如何反應，到真相大白又反過來炒作。敘利亞的不

但只是化武問題，人家擔心他們正在發展核武。還有他們難民潮持續多年，也可說是英國脫歐的原因之一。這幾天北約

峰會固然之要講敘利亞，美帝去英國找梅姨也要講移民及難民問題，美俄峰會也要講敘利亞。美帝有意拉隴芬蘭加入北

約，芬蘭也曾作公開討論但未成氣候。投資者必需做足功課，好好上一堂課，包括中東、敘利亞及北約的關係，否則有

任何消息都不知何應對。貿易戰固然之重要，持續多年的敘利亞戰事更不可不知，2011 年敘利亞戰事曾扭轉黃金的牛

市，2016年敘利亞戰事曾扭轉黃金的熊市，不知 2018 年敘利亞戰事又如何？ 
 (……待續) 

昨天已說過拋線之反手點不可視為入貨訊號，因為那個是假訊號，如今所有假的入貨訊號都應視作真的沽貨訊

號。至於 6 月 14 日當時的金價無法突破 250WMA 的 1310 後大市便一直跌至今，那個早就指出是真的沽貨訊號。波浪理

論應驗如神，準得如打假波及造馬一樣。昨天也說美匯在雙頂頸線打造後抽，美匯應聲冒升而導至金價突破就業報告以

來的悶局下跌。投資者見到假訊號千萬不要跟隨，見到真訊號才可以跟，否則就只會成為 "MK 仔" (港式盲追潮流的旺角

不倫不類人士)。無論是圖表、基本分析或國際局勢之變化都必需深入了解及自我作出案情重組，方是投資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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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3.50               1255.50                     1239.50 
                         

Hedging: (Buy & sell simultaneously)  1243.50               1255.50                     1239.50 
對  沖 單：(同時買入及沽出)                   1243.00               1231.00                     12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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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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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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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85.5 HK66,690 2011 +US$629.90 HK 491,322 2018 +US76.0 HK59,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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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四)Th 17:00 ☆☆ EU 歐盟 Industrial Production 工業生產 -0.9% +1.2% 

12/7 (四)Th 20:30 ☆☆☆ US 美國 Consumer Price Index 消費者價格指數 +3.3% +3.3% 

12/7 (四)Th 21:45 ☆☆☆☆ US 美國 Jobless Claims 初領失業求濟金 54.8 56.2 

12/7 (四)Th 20:30 ☆☆ US 美國 Consumer Comfort Ind 消費者舒適指數 20.1 19.6 

即市新聞摘要 News Headlines 
正在布魯塞爾出席北約峰會的美國總統特朗普，與德國總理默克爾就俄羅斯能源供應，發生激烈對話。 

特朗普出席北約峰會期間當面向德國總理默克爾批評德國，與俄羅斯合作建設「北溪管道 2 號線」，等同將

美國給予數十億美元作為防衛開支的款項，轉交俄羅斯。默克爾表明，她本人亦曾經在蘇聯控制下的德國東

部生活，對現時德國擁有的自由感到高興，所有政策及決定也是德國自主作出。 

 

美國國務院表示，特朗普要求北約成員國承擔防務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的 4%，同北約成員國在 2014 年同意

到 2024 年增至約 2%有距離。特朗普與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共進早餐時，直指「德國已成為俄羅斯的俘

虜，因為德國有這麼多的能源來自俄國。」特朗普在當地時間周四下午將飛抵英國，開始其上任後對英國的

首次訪問。特朗普到訪前夕，美駐英大使館提醒在英的美國公民，警惕特朗普訪英期間的萬人示威可能會演

變暴力衝突。 

 

美國計劃對額外 2 千億美元中國貨物加徵 10%關稅。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批評美國白宮貿易政策完全

失去理性，霸凌主義行徑加速升級到令人震驚的地步。評論認為完全不可接受，對此表示嚴正抗議，為了維

護國家核心利益和人民根本利益，中方將對美國發起的貿易戰予以有力回擊，採取必要反制措施。 

 

美國要求檢討中國在世界貿易組織會員資格。世貿近期進行中國貿易政策的定期檢討，為期 3 天，中國向世

貿組織提交報告，重申北京自 2001 年入會以來，一直大力倡議自由貿易，全面履行承諾。不過，美國駐世貿

組織代表在會議上，指控中國利用 WTO 會員資格，佔其他國家便宜，又形容中國對國內產業提供大規模補

助，以及其他形式支援，扭曲市場，世貿必須要檢討。 

 

法國總統馬克龍計劃到莫斯科觀賞世界盃決賽，並會同俄羅斯總統普京會談。法國總統府聲明無詳細說明兩

人屆時的議題，法國準決賽擊敗比利時確保晉級資格後，馬克龍曾經致電普京。馬克龍亦有前往聖彼得堡觀

賞準決賽，賽後隨即返回法國。 

 

國際油價下跌，布蘭特期油創兩年來最大單日跌幅。另外，利比亞港口即將重開，引發原油供應增加不利油

價的憂慮。布蘭特期油收市報每桶 73.4 美元，跌 5.46 美元，跌幅近 7%。 

 

美國能源資料協會（EIA）公布，美國原油庫存跌至近 3 年半以來最低的一個星期，汽油庫存亦減少，但蒸

餾油庫存卻增加。數據顯示，上星期美國原油庫存減少 1263.3 萬桶，減幅多過市場預期的 448.9 萬桶。美國

原油交割地庫欣庫存減少 206.2 萬桶。 

 

美國勞工部公布，美國上月最終需求生產物價指數（PPI）按月上升 0.3%，雖然高過市場預期的 0.2%，但增

速較 5 月的 0.5%放慢；數據按年上升 3.4%。期內，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最終需求 PPI，按月上升 0.3%，升幅

多過預期的 0.2%，與 5 月升幅一致；數據按年上升 2.8%。 

 恒指 ：28436.20   +126.92                    上證綜指： 2808.21  +30.48                   道指 ：24700.45   -219.21 

Hang Seng Index (10:00am)                   Shanghai Composite (10:00am)               Dow Jones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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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sia back to International Stage (16) 
 

 

After the Crimean Crisis of 2014, the position of Turkey abruptly become more important than ever, it 
simply can be observed from the above map, for she is in the stronghold of Bosporus Strait. If Russia wishes 
to go back to international stage, must pass through Turkey first. For Russian’s naval base in the north are 
frozen by ice several months a year and Asia place too far away. Turkey wishes to join EU so as to get 
economic benefits from Germany and France, EU wishes her to join to control Russia. After all, Turkey is a 
Middle East country, when joining the EU, they are having foul play on both sides.  

 
In the Syrian war, Turkey shot down two SU-24 fighters of Russia in Nov 2015, it prompted a big 

white candle stick at once, but when the whole case was clarified it turned into a big candle stick. This 
bulletin used the method of reenactment (案情重組) to prove it was neither mis-bordering nor mis-shooting, 

but waiting for a trap to fall in because Turkey was backed up by the West. 
 
In 2011, the Syrian War turned the bull market of gold to bear market, in 2016, the Syrian War turned 

the bear market of gold to bull. Lo and behold ! What would the Syrian War do in 2018? Investors should 
have a thorough study in Middle East, Syria, Turkey, NATO and Russia, especially around these days. 

(……to be continued) 

Yesterday just said the buying signal in Parabolic SAR was a false signal and the price really went 

down. In 14
th

 June when it could not go up to the 250WMA of 1310, it went down till now for it is a genuine 

selling signal. Yesterday also said the USD was forming a pullback in the neckline of double top and it really 

pushed down the gold. So must study well all technical signals as well as fundamental analysis and 

everything concerning the Middle East and Russia especially the in the recent days.  . 
 

Возвращение России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ую арену 

是日阻力位 Daily resistance 1255 – 1260          是日支持位  Daily support 1228 – 1233 

博斯普魯斯海峽 

一夫當關、 

萬夫莫敵 ！ 
Bosporus Strait --- 
A stronghold 

where one man is 

invincible to all 

enemies. 

克里米亞艦隊基地 

Crimea Naval Base 

黑海 

地中海 

土耳其

俄羅斯

敘利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