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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場 動 態                                備受爭議備受爭議備受爭議備受爭議  的的的的  美帝美帝美帝美帝 (10)                             
 

2017 年 12 月，美國貿易赤字創出金融海嘯後的新高，無論按月率或按年率均是新高。但什時候才

知呢？正式公布貿易赤字日期是在 2018 年 2 月 6 日，不過看看 1 月份的道瓊斯指數吧，在本刊的事先通

水的主題───再與天比高，繼續創出連環新高。2016 年 11 月大選後，馬上產生特朗普效應使美股飇

升，初時人家為以只是短暫現象，最多也只會延續至他登基便會煙消雲散。只是本刊大字標題唱出 2017

年美股將會海濶凭漁躍、天空任鳥飛 ！結果道瓊斯無前例創了 71 次新高，那什麼候見頂回吐？ 

 

2018 年 1 月 26 日，該天發生了什麼事？───也是與貿赤有關的。但此貿赤不同彼貿赤。本刊的

長期讀者都知貿易赤字是有兩個不同的數據。2017 年 12 月的貿赤在 2018 年 1 月底先公布貨物的貿易平

衡，這差距是最大的，當時是 71.6B，而 2 月初公布的是貨物及服務，較細小為 53.1B。因為美國技術人

員經常外出工作，包括醫生往外地做手術，教授或學者邀往外國講學，科技人員亦出外作技術支援，這方

面他們是有盈餘的。所以將貿赤收窄了。市場所注重的，雖然是以後者即 2 月份的為主，但憑 1 月底的數

字己經自己可以作出心算，便知道 2 月大約如何；所以道瓊斯就在 1 月 26 日見最高回吐。 

 

至於納斯達克指數為何在夏季屢創新高？因為中美貿易戰之焦點是在科技產品，美帝認為中國害了

他們的知識產權。中國為何不像台灣那去美國設廠，不就可以決問題嗎？是因知識產權的爭拗，並非中國

之科技不及台灣。而 2018 年 1 月，美帝聯同盟友加強北韓的制裁以迫使她放核武。2 月因南韓冬奧與北

韓好，美帝己放出空氣說要改善貿易赤字。其實是在與白宮的經濟顧問團商討對策。3 月 8 日美朝峰正式

落實，3 月 22 日特朗普布向中國徵收 600 億美元的關稅，23 日中國宣布反擊，向美帝開徵閞稅。特朗普

為貿赤已進入控狀態，必需先減低 1,000 億赤字，而開徵關稅前題是根據"301 調查"的報告。 
(……待續) 

從周線圖看美匯上升空間較多，下跌空間少。可以升至 105 高位但下跌則有平台區支持。美匯現時升回去年 7

月的 95 水位，但當時金價為 1270。若然金價再跌，就很容易反回 2015 年的 1047 水位。雖然 2016 年底也有一個

1122 水位。但本年 9 月加息幾乎成定局，而且還會再加。本來貿易戰可冷卻經濟，拖遲加息。但中美雙方都認為自

己經濟受得起打擊，不會有問題。若然導至環球經濟衰退，則會影響購買力。黃金暫時沒有避險功能，反而不少人

怕購買力受到影響。貿易戰令金價下跌，要等金價上升則要等貿易戰有妥協才可以，先看今晚非農是否有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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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9.00               1197.00                   1213.00 
                         

Hedging: (Buy & sell simultaneously)  1209.50               1221.50                   1205.50 

對  沖 單：(同時買入及沽出)                   1209.00               1197.00                   12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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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ll at sight 現水位沽出 Previous Day 上日利潤  +12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98.5 

Previous Day 上日利潤  +8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117.5 

Спорный 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императо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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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           港金息口港金息口港金息口港金息口       Interest of HK Tael Gold                     2018年8月 
1 (日) ／ 11 (三) -20 21 (六) ／ 1 (三) -20 11 (日)  21 (二)  

2 (一) -20 12 (四) -20 22 (日) ／ 2 (四) -20 12 (一)  22 (三)  

3 (二) -20 13 (五) -20 23 (一) -20 3 (五)  13 (二)  23 (四)  

4 (三) -20 14 (六) ／ 24 (二) -20 4 (六) ／ 14 (三)  24 (五)  

5 (四) -20 15 (日) ／ 25 (三) -20 5 (日) ／ 15 (四)  25 (六) ／ 

6 (五) -20 16 (一) -20 26 (四) -20 6 (一)  16 (五)  26 (日) ／ 

7 (六) ／ 17 (二) -20 27 (五) -20 7 (二)  17 (六) ／ 27 (一)  

8 (日) ／ 18 (三) -20 28 (六) ／ 8 (三)  18 (日) ／ 28 (二)  

9 (一) -20 19 (四) -20 29 (日) ／ 9 (四)  19 (一)  29 (三)  

10 (二) -20 20 (五) -20 30 (一) -20 10 (五)  20 (二)  30 (四)  

      31 (二) -20       31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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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91.5 HK71,730 2011 +US$629.90 HK 491,322 2018 +US109.5 HK85,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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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五)Fri 17:00 ☆☆ EU 歐盟 Retail Sales 零售銷售 0.00% +0.4% 

3/8 (五)Fri 20:30 ☆☆☆☆☆ US 美國 Non-Farm Payroll 非農業就業人數 +213K +190K 

3/8 (五)Fri 20:30 ☆☆☆☆☆ US 美國 Unemployment Rate 失 業 率 +4.0% +3.9% 

3/8 (五)Fri 20:30 ☆☆☆☆☆ US 美國 International Trade 國際貿易 -43.1B -45.6B 

即市新聞摘要 News Headlines 
在華府考慮提高對華關稅的同時，美國參議院繼眾議院之後周三通過國防授權法案，以國家安全為理由，阻止向中

國輸出重要技術，並限制中國企業對美投資，總統特朗普稍後將正式簽署法案。美媒形容此舉反映民主、共和兩黨

聯手強硬制華。此外，美國商務部周三以「違反美國的國安或外交政策利益」為由，新增 44 家中國企業進入制裁

名單，以航空航天、軍工類企業為主。參議院周三以 87 票贊成、10 票反對，大比數通過國防授權法案。 

 

中美貿易戰陷入僵局，多次傳出美方希望邀請國家副主席王岐山赴美，破解緊張關係，甚至有外媒揣測王岐山是中

美關係的操盤者。不過《華爾街日報》昨天報道，王岐山今年 5 月會見美國商界人士時，否認自己是中美關係的負

責人。報道稱，王岐山 5 月在一次與美國商業人士會面時，反駁了美國對「中國製造 2025」的指責，批評美國人對

中國歷史一無所知，沒有意識到中國為擺脫貧困所作的努力。他又引用《孫子兵法》中「知己知彼」，奉勸美方對

中國的政策多些理解。 

 

美國政府今天指控俄羅斯 採取「無孔不入的」行動，影響美國輿論和選舉。情報 機構首長在距國會期中選舉只剩

幾個月時發出這項警告。國家情報總監柯茨表示：「我們持續觀察到俄羅斯發動無孔不入的假訊息攻勢，想要削弱 

和分裂美國。」 柯茨以及聯邦調查局局長瑞伊和國土安全部長尼爾森等首長誓言，將調查和起訴想要影響美國輿論 

或發動瑞伊所謂「訊息戰」的人。 

 

白宮今天表示，美國總統特朗普收到北韓領導人金正恩新的來信，但未透露信件內容。白宮發言人桑德斯指，特朗

普對再與金正恩會面持開放態度，但雙方暫未規劃第 2 次特金會。 

 

韓聯社報道，北韓外務相李容浩今日經由北京飛抵新加坡樟宜機場。預計將於明日出席東盟地區論壇外長會議。外

界估計，他將會就北韓無核化措施、以及兩韓終戰宣言問題表態。據了解，李容浩將與中國、俄羅斯及東盟成員國

外長舉行雙邊會談。 

 
英國央行昨日一如預期加息。英央行昨日公布季度通脹報告並宣布議息結果，一致通過把基準利率由 0.5 厘上調至

0.75 厘，結束近 10 年一直維持於 0.5 厘或以下的水平，是自金融危機後第 2 次加息。 

 
日本央行公布 6 月會議紀錄顯示，大部分委員認為朝向 2%通脹目標的趨勢得以保持，部分委員表示央行必須謹慎

評估長期超寬鬆貨幣政策對金融機構的影響。 

 
美國上星期新申領失業救濟人數增加 1000 人，增至 21.8 萬人，少過市場預期的 22 萬人。4 星期平均值為 21.45 萬

人，減少 3500 人，持續申領失業救濟人數為 172.4萬人，減少 4500 人。美國 6 月工廠訂單按月增加 0.7%，符合市

場預期，是連續第 2 個月上升，扣除運輸後工廠訂單按月增長 0.4%。另外，美國 6 月耐用品訂單終值按月增長

0.8%，較初值上升 0.2 個百分點。 

 
 

 

恒指 ：27699.40    -15.60                      上證綜指： 2767.25   -1.00                    道指 ：25326.68  -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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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 頁     БУЛЬЛИОН ЭКСПРЕСС                2018 年 8 月 3 日(星期五 ) 

 

  
 

 

 

 
 

 

 
 

 

 

 

 
 
 
 
 
 
 

A Controversial American Emperor (10) 
 

             In 2017, Dow Jones made record high for 71 times. When did it reached the top? On Jan 26, 2018. What 
happened on that day?-----Announcement of trade deficit. Mind that for the figures of December, there are two 
announcements, the one by the end of January is for goods only and in early Febraury its goods and service. 

 
            The world would put an eye on the figure of goods and service as it is more comprehensive. However, 

the gap will be narrower, for US always sent out technicians, professors and doctors to other countries for 
service. But if you want to know how much US can bear, people are keen to know the figures on goods and 
thus they can calculate what will happen one week later. The trade deficit of Dec 2017 reached a height after 
the financial tsunami of 2008, both in yearly and monthly rate. 

 
           In January 2018, Dow Jones continued to make record high, but in summer, its NASDAQ continued to 

make record high. Why? The purpose of trade war is on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It is based upon the Special 

Report 301. Actually the Advisory Board of White House on Economy had been discussing such an issue after 
the cooling down of nuclear crisis of North Korea in early January. On 22nd March Trump announced a tariff of 
60 Billion against China and on the next day China announced retaliation.  

            (……to be continued) 

      The USD Index goes back to the level of July 2017, at that time it was 95.00, but gold price 1270. If gold 

price keep on falling, it is quite easy to reach the bottom of 1047 of 2015, even in 2016 there was a bottom of 

1122. Trade war made people think of recession and people would not buy gold. It is not a safe haven now. The 

price of gold would only go up when there is a compromise in trade war. But tonight watch the non-farm 

payroll and see if there is any breakthrough. 
 

Спорный 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император 

是日阻力位 Daily resistance 1220 – 1225          是日支持位  Daily support 1185 – 1190 

消費者開支繼續增長，

可動用的收入更強勁，

顯示經濟在蓬勃發展當

中，人民有餘有剩，有

心情出外消費。 

 

非農業就業人數上期為

213K，本期市場預測為

150-215K，取加權平均

值為 190K。失業率預期

3.9%。 

 

貿易赤字上期為 43.1B，

預測為 47.2-41.0B。加權

平均值為 45.6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