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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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北約成立之目的在對付蘇聯，原意是一個軍事上的聯防條約，即任何一成員國受到攻擊，就等於所

有成員國(如今是 29 國) 均受攻擊而要團結起來防衛，共同抵抗敵人。但由成立至今，真正引用過聯防條

約只有一次，就是 2001 年紐約恐怖襲擊，因為美國受到戰爭行為式攻擊，各員國按例加入反恐戰。其餘

的軍事行動，都屬於伸張正義，鋤強扶弱，或保障成員國之海外利益而戰。美國由於經常替人家打仗，但

自己國家根本是天下太平的，所以反戰聲音強烈而至近年已逐步將北約指揮權交予法國。 

 

法國近期也積極參予國際事務而大振聲威，金磚國家於 10 年前興起，初時估計他們在 2050 年將可

取代 7 大工業國，如今估計卻提前至 2035 年，到時 G7 只剩下美帝及日本可以企穩席位，其餘席位重要性

將被金磚 5 國取代。因此 G7 各國如今紛紛與俄羅斯拉隴關。普京說要帶領俄羅斯重返國際舞台，而世界

盃是頭炮，看來似模似樣。美國、法國及德國都在世界盃結束前作出一定之反應。 

 

且看法國總統馬克龍聲言會觀看世界盃決定並與普京會談，美帝特朗普則早在 6 月底宣布世界盃閉

莫後便馬上舉行美俄峰會。普京於 5 月 7 日連任就職，德國總理默克爾即在 5 月 18 日飛往莫斯科與普京

晤緊急相商談北溪天然氣 2 號管事宜，並即時動工。請參閱附錄之地圖，便知紛爭之起因。投資黃金要對

全世界的事件都必需認識，更要深入了解。也要對不同地理環境有所認識，所以谷哥地圖不可缺少。 

 
這條北溪天然氣 2 號管就成為特朗普在北約發炮攻擊德國之渠道，俄羅斯也達成拉隴德國再分裂西

方國家之目的。因為她被西方國家在 G8 中孤立了，所以要靠此管道拉隴西方國家。現有管道為 1,200 公

里，是目前最長的海底天然氣管道。歐盟不滿意德國沒有向太公作諮詢違反了能源協議，東歐國家反對這

管道，因為不經陸路的話他們不能收過路費。普京達到了分化 G7、北約戰略伙年伴及歐盟之目的了。 
 (……待續) 

說時遲、那時快！周二才說世界盃後油價會回落，昨天已出現了兩年來最大的大陰燭。波浪理論應驗如

神，準如造馬及打假波一樣。美匯回升，一如所料在打造雙頂頸線，但金價沒有下跌反靠穩，因此乃炒反市時代，

因此美匯與金價同時報升，只是升幅不同而己。留意金價在上升之時 Stochastic Slow 及 Stochastic Full 都出了沽貨

訊號，因那些是假訊號，雖然以往它們都應驗如神，這次的訊號全部是假的；見到假訊號就反過來入貨即可！特朗

普本周之歐洲之行，會對世界序及金融市場有重要影響，需多加留意，至少金價破了非農及貿赤也少不動的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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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6.50               1258.50                     1242.50 
                         

Hedging: (Buy & sell simultaneously)  1246.50               1258.50                     1242.50 
對  沖 單：(同時買入及沽出)                   1246.00               1234.00                     1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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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８８．５ 

buy wins 3  Sell cuts 4 

買單吃 3，沽單止 4  

Profit 利潤-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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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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88.5 HK69,030 2011 +US$629.90 HK 491,322 2018 +US75.0 HK5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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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 頁     БУЛЬЛИОН ЭКСПРЕСС                2018 年 7 月 13 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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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五)Fri 20:30 ☆☆☆ US 美國 Import & Export 出入口價格 0.6% 0.2% 

13/7 (五)Fri 22:00 ☆☆☆ US 美國 Consumer Sentiment 消費者情緒指數 98.2 98.0 

即市新聞摘要 News Headlines 
美國總統特朗普昨天飛抵英國，下榻美國大使位於倫敦的官邸，今日會到訪前首相邱吉爾出生的一座 18 世紀莊園，文

翠珊當晚會在此設宴款待特朗普夫婦，有約 100 名商界領袖參加。特朗普與首相梅姨今日也會在倫敦郊區契克斯鄉間首

相官邸舉行會談。特朗普會談後即轉往溫莎堡，與英女皇伊沙伯 2 世共享英式下午茶。他對梅姨脫離歐盟的建議案提出

警告，表示此舉恐扼殺英美間貿易。 

 
文翠珊的政府因為脫歐議題分歧而瀕臨崩潰。英政府昨日公布脫歐白皮書，稱英國將向歐盟建議在脫歐後設立「英國

－歐盟貨物自由貿易區」。輿論普遍將其解讀為「軟脫歐」。方案還提出，到 2020 年脫歐過渡期結束時，結束英國與

歐盟間的人員自由流動，但同時強調「會考慮英歐關係的深度及其人員交往的緊密程度」，採取相關措施。 

 
中美貿易戰美國宣布加徵 2000 億美元中國入口貨物關稅，但中國是從美國入口貨物才 1300 億美元。因此轉向貨幣戰。

貿易國賺取大量外滙和貿易盈餘，美元是全球主要交易和結算貨幣，貿易國賺到美元後，大部分是用來增持美債。因

為若不借錢給美國，美國印鈔票填補財赤，美元貶值，貿易國賺到的美元便會有滙兌損失。美元轉弱，也會對貿易國

出口不利。中國對美國在華加嚴審批。 

 
美國總統川普今天推文說，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來信表示，他深信雙方為終結核子僵 局所作努力將獲成果，並敦促美方

採取具體行動建立互 信。川普讚揚這封信，認為顯示獲致重大進展。美國持續向北韓施壓，促使其放棄核武，據一份

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北韓制裁委員會準備的解密情報指，中國與俄羅斯企業持續協助北韓進口油品，甚至運用先前受

制裁的油輪，超出聯合國安理會制裁決議設定的輸油上限，向北韓輸油。美方認為，相關制裁促使北韓上談判桌，與

美國談判非核化，中俄暗助北韓並放鬆制裁壓力，將破壞美國與聯合國說服平壤放棄核武的計畫。另外，美國與聯合

國官員指控俄羅斯企業和個人暗助北韓，某種程度上可讓莫斯科通過代理人繼續對抗美國。 

 
歐洲聯盟調降對歐元區今年的成長預測，並警告，與美國的 貿易爭端升高已對歐盟經濟造成打擊。 歐洲聯盟執行委員

會預 估，由 19 個成員國組成的歐元區今年經濟將擴張 2.1%， 低於 5月初預估的 2.3%。 

 
特朗普出席北約高峰會時表示，過去多年美國在北約防務問題上開支巨大，許多國家「虧欠」美國，但沒有任何一位

美國總統提出這一問題。這是必須解決的事情；此事目前已經取得一定進展，但還遠遠不及，這對美國而言並不公

平。較早前有在場人士說，特朗普警告，如果盟友（特別是德國）明年不大幅增加防衞預算，他便「走自己的路」。 

 
美國聯儲局主席鮑威爾表示，美國經濟狀況良好，又相信總統特朗普推出的減稅以及增加開支計劃將可能推動經濟最

少 3 年。鮑威爾出席一個錄音訪問，提到政府減稅同增加開支將可以顯著帶動經濟活動。他在訪問中並無直接談論到利

率政策。對於貿易爭拗，他就說，不清楚如何結束。有關錄音訪問將在美國時間星期四播出。另外，鮑威爾下周將到

國會出席每半年的聽證會，闡述美國經濟狀況。 

 
美國納斯達克指數更創下收盤新高，主因市場對財報季寄以厚望，壓過對貿易戰的憂慮。納斯達克指數終場大漲

107.30 點，或 1.39%，收在 7823.92 點，是 6 月 20 日以來首度再創新高。  

 
世界油價昨天出現兩年來最大單日跌幅後，今天行情走穩，倫敦和紐約兩地原油期 貨價格走勢分歧，漲跌互見。 在紐

約商品交易所，美國市場基準商品西德州中級 原油期貨價格小跌 5 美分，報每桶 70.33 美元。 倫敦市場北海布倫特原

油上漲 1.05 美元，報 74.45 美元。 

 恒指 ：28631.64   +149.25                    上證綜指： 2819.36  -17.02                   道指 ：24924.89   +224.44 

Hang Seng Index (10:00am)                   Shanghai Composite (10:00am)               Dow Jones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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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ord-stream.com/ 
 

 
 

 

 
 

 

 

 

 

 

Russia back to International Stage (18) 
 

 

Mind the European trip of Donald Trump this week; it is establishing new order of the world and financial 
market, at least breakthrough occurred in gold market where even non-farm payroll and trade deficit could not make 
it forward. The story not yet ends. 

 
The establishment of NATO was aiming at military defense against Soviet Union that when any of the 29 

members was attacked all members should united together to fight against the enemy. But only once this agreement 
was exercised, that was in the 9/11 terror attack of New York they joined the force to fight against Afghanistan, 
while other times they were fighting for justice and managing world orders rather than defense. Since the anti-war 
spirit in US is quite strong, the directing power of NATO is gradually moved to France. 

 
France also wished to step into the world. Facing the rise of BRICS countries, at first it was estimated they 

would replace G7 in 2050 and now adjusted as early as 2035. Very soon, only US and Japan can leave down with the 
BRICS to lead the whole world instead of the current G7. So US, France and Germany established strong relation 
with Russia before the World Cup Final. 

 
French president will watch the Cup Final match and have conference with Putin, Trump announced a summit 

several weeks ago to break the ice with Russia, Merkel flied to Moscow just 11 days after the inauguration of Putin 
in May for building the Nord Stream II gas pipeline. EU complained she had not discussed with them before signing 
any energy agreement, in breach with EU spirit. East European countries complained that the pipeline gone undersea 
is no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ough; actually they wished the line pass on land through them so they can collect 
charges. Putin is successful in diversifying EU, NATO and G7, so behold what is the response of Donald Trump. 

(……to be continued) 

On Tuesday I just said the oil price would drop after the World Cup, and yesterday a biggest black 

candle stick of the past two years was shown. USD rebounded by the neckline of double top but gold also 

rises up and not falling for now is in “reverse trading”. Stochastic Slow and Stochastic Full are showing 

selling signal but the gold keep on rising for those are false signals, so investors should but when facing 

false selling signals. 
 

Возвращение России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ую арену 

是日阻力位 Daily resistance 1258 – 1263          是日支持位  Daily support 1230 – 1235 

北溪天然氣北溪天然氣北溪天然氣北溪天然氣 2 號管線號管線號管線號管線 
 

油管是經波羅的海(公海)之海床

直達德國；在現有之 1 號管旁

加建，加強了俄國和德國之關

係，也分化了北約、G7 及歐盟

之團結關係。 
 

Nord Stream II 
 

The pipeline is built underneath 
the Baltic Sea, alongside the Nord 
Stream I. Thus strengthened the 
Russian-German relationship, and 
diversified the unification among 

the G7, NATO and EU relations.  

俄羅斯 

德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