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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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2016 年 11 月的美國大選有些異常現象，除希拉莉大熱倒灶外，特朗普所得總票數較少，為 62,984,825，佔

46.1%；希拉莉總票數為 65,853,516 張，佔 48.2%。但因特朗普贏了選舉團，所以順利登基。但在金融融市場上卻

出現一個特朗普效應，他當選後美股及美匯都急升。既然不是最多人投他的票，當選後為何產生這強大利好力量？ 
 

2008 年金融海嘯後，奧巴馬以大熱姿態勝出。尚且沒有此效應，美股仍繼續下跌。當時奧馬巴是大紅人，不

少人彷佛將他當作救世主，因為布殊只打仗不會攪經濟，所以攪了一大頭佛出來，就是曠世金融海嘯。而一位黑人

能夠在白人社會做總統，必定有過人所長。國會在 2008 年 10 月先通過了 EESA 的 7,000 億救市計劃，並預一半資

金給新總統運用。奧巴馬當選後而又草擬 ARRA 的 7,870 億救市計劃準備上任後遞交國會通過，聯儲也將利率降至

零。但美股尚且跌了 4 個多月始見底；也沒有產生什麼特別利好的效應，大概是金融海嘯創傷太深，百廢待舉！ 
 

去年老夫已用大字標題點出，特朗普是"行運醫生醫病尾、一劑藥攪掂"！奧巴馬經過多年艱苦奮鬥，己使美

國經濟從谷底回升，但卻被心急人士評為進展太慢。他要用了 6 年時間才可退市；美國是經濟強國，很多人認為即

使受到重大打擊也應在兩、三年間復原才對；等了 6 年實在太長。黎民百姓都在等轉變，等得很不耐煩。雖然大選

時特朗普與希拉莉相互抹黑，被評為歷來最醜陋的選戰。但他一當選後情況馬上逆轉，因為他開出的支票甚受歡

迎，正是蟻民所需；蟻民認為他們所等日子終於到了。如何實現使美國再度偉大的口號？就是將所有工作崗位帶回

美國！這數十年為何那麼多新興國家成為經濟強國，是因為以出口去賺美國人的錢，將工作從美國搬到亞洲去。 
 

所以他的政網是要興建墨西哥圍维阻止非法勞工滲入搶去草根階職業、退出 TPP 協議要重新談判多貿易協

議，把工作崗位回美國，並揚言上任首天便要將中國列為匯率操控國以改善貿易赤字(這點他食言，如今仍常被人

將軍抽車)，但有兩點可證明當時經濟實力已十分強勁。他上任首周初領救濟金人數達至連跌 100 周的佳績，為自

70 年代之最；但前 99 周肯定是奧巴馬的功勞。而 2016 年本預測道指雖然會急升但破不了 20,000 點，結果他未上

任前只到 19,999 點，上任首周便破關；波浪理論應驗如神，準得如造馬及打假波一樣，他正是行運醫生醫病尾 ! 
待續) 

先前說沽貨要沽到 1204，周五真的到了該水位而反彈。波浪理論應驗如神，準得如打假波及造馬一樣。是否

從此回升還要看能否破拋物線，MACD 指示性頗弱，但隨機指數快版及慢版都出了入貨訊號。還要看美股在下兩周

後是否再破新高。去年道指創了 71 次新高，跟著謠言滿天飛說什麼今年大跌！狂跌！暴跌！可是本刊在去年最後

一個交易日指出美股是───再與天比高！道指及標普在本年 1 月再創多次新高、納指在夏季屢創新高，本月可能

輪到標普"再與天比高"。貿易戰結果使美股不跌反升，黃金不升反跌，這些炒反市現象要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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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5.00               1227.00                   1211.00 
                         

Hedging: (Buy & sell simultaneously)  1215.00               1227.00                   1211.00 
對  沖 單：(同時買入及沽出)                   1214.50               1202.50                   12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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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y at sight現水位買入 Previous Day 上日利潤  +12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110.5 

Previous Day 上日利潤  +8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1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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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110.5 HK86,190 2011 +US$629.90 HK 491,322 2018 +US125.5 HK97,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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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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市新聞摘要 News Headlines 
中國政府上周五公布將對 600 億美元美國貨品加徵關稅後，以回應美國將對 2000 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徵

關稅，中美貿易戰升溫。美東時間周六，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表示美國在貿易戰中佔優，令中國

政府願與他們磋商。「關稅的效果比所有人預期要好得多。中國股票市場在最近 4 個月下跌 27%，他

們正找我們對話。我們市場前所未有的好，當那不濟得嚇人的貿易協議能夠重新談判後，市場會大幅

向好。美國優先關稅利好我們的鋼鐵業。工廠在美國遍地開花，鋼鐵工人再次就業，很多錢流入我們

的庫房。其他國家對我們再次徵稅，但當我們也開徵的時候，愚蠢人就喊叫。」 

 
在一連 4 個發文中，特朗普續道：「關稅會令我們國家更富裕。只有蠢人才會有異議。我們正用關稅

來磋商公平貿易協議，如果有國家仍然不肯談判，他們就要向我們交大筆金額的關稅。我們怎樣都會

贏。」北京《人民日報》刊出署名評論文章宣稱，已保留繼續公布其他反制措施的權利。文章說，這

幾天，美國一方面舉着關稅大棒，對中方施壓和威脅，另一方面又四處散風，要和中方恢復談判，

「這種軟硬兼施的兩手策略，對中方不會有任何作用，指望着中國吞下損害自身核心利益的苦果，註

定是美國最大的戰略誤判」。 

 
儘管中美貿易關係持續緊張，但美國股市未受顯著影響，上周五收市標普 500 指(S&P500)數距離 1 月

份紀錄高位相差不足 1.2%或 32 點，若本周美企業績繼續表現強勁，同時美國經濟數據對辦，標指有可

能再闖新高。 

 

摩根士丹利美股策略師威爾遜指，金融市場環境緊縮的情況較市場預期嚴重，當熊市繼續滾動，投資

者從增長股轉投價值股，之前未受跌市影響的科技和非必需消費品板塊將受挫。他續警告納指可能調

整超過 15%，標指亦可能跌約 10%，給予標指年底目標 2,750 點。 

 
除國際貿易形勢外，市場同時關注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AFTA）談判進展及中東局勢，因為美國對伊朗

的首輪制裁本周一生效。 

 

人民銀行由即日起重新徵收外匯風險準備金。分析普遍認為是反映當局不想人民幣過快貶值。不過，

官方今早開出的中間價持續下跌，並創逾 14 個月新低。人民幣中間價報 6.8513 兌 1 美元，下調 191 點

子。 

 
美國即將恢復制裁、緊張 升溫之際，伊朗司法機關今天宣布，曾負責外匯業務的 前中央銀行副總裁阿

拉奇已被逮捕。據傳阿拉奇是因處 理貨幣危機不力被捕。伊朗貨幣里亞爾（rial）的非官方匯率上週貶

至歷 史新低的 11 萬 9000 里亞爾兌 1 美元，由於伊朗政府努力 處理貨幣危機，匯價今晚回升到 9 萬

8500 里亞爾兌 1 美元 。 

 
韓聯社引述南韓外交部消息稱，北韓核問題 6 方會談韓方團長李度勳今日將在北京同中方團長孔鉉佑

會面，預計雙方會討論實現無核化、建立永久和平機制等半島問題，加強中韓在朝鮮半島問題上的戰

略溝通。外界估計，雙方可能會重點討論如何推動美朝無核化磋商取得進展、有關發表韓戰終戰宣言

事宜以及為此如何在美朝間發揮仲裁作用等問題。 
 
 
 

恒指 ：28039.09    +363.14                  上證綜指： 2751.32   +10.87                   道指 ：25462.58  13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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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 頁     БУЛЬЛИОН ЭКСПРЕСС                2018 年 8 月 6 日(星期一 ) 

本 周 重 要 數 據       Week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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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一)Mo 16:30 ☆☆ EU 歐盟 Sentix Int Confidence Sentix 投資者信心 +12.0 +13.4 

7/8 (二)Tu 12:30 ☆☆ Aus 澳洲 Australian Rate Decision 澳洲央行議息 1.50% 1.50% 

7/8 (二)Tu 20:55 ☆☆ US 美國 Redbook 紅皮書 4.2% 4.2% 

7/8 (二)Tu 22:00 ☆☆☆ US 美國 JOLTS JOLTS 職位空缺 6638M 6650M 

7/8 (二)Tu 22:00 ☆☆ US 美國 IBD/TIPP 經濟樂觀指數 56.4 56.5 

7/8 (二)Tu 27:00 ☆☆☆ US 美國 Consumer Credit 淨消費信貸 24.6B 16.0B 

8/8 (三)We 19:00 ☆☆ US 美國 MBA Mortgage MBA 抵押貸款 -2.6% -2.6% 

8/8 (三)We 22:30 ☆☆☆ US 美國 EIA Petroleum Rpt  EIA 石油報告 -3.803M -3.95M 

9/8 (四)Th 16:00 ☆☆☆ EU 歐盟 ECB Monthly Report 歐洲央行月報 ／ ／ 

9/8 (四)Th 22:30 ☆☆☆☆ US 美國 Jobless Claims 初領失業救濟金 218k 220k 

9/8 (四)Th 22:30 ☆☆☆ US 美國 PPI - FD 生產者物價指數 +0.3% +0.2% 

9/8 (四)Th 22:00 ☆☆☆ US 美國 Wholesale Inventory 批發庫存 0.0% 0.0% 

9/8 (四)Th 22:00 ☆☆☆ US 美國 Wholesale Trade 批發銷售 +2.5% +2.5% 

9/8 (四)Th 22:30 ☆☆☆ US 美國 EIA Gas Report EIA 天然氣報告 35BCF 35BCF 

10/8 (五)Fri 16:30 ☆ UK 英國 GDP 國民生產總值 +0.2% +0.4% 

10/8 (五)Fri 16:30 ☆ UK 英國 Trade Balance 貿易平衡 -132B -119B 

10/8 (五)Fri 20:30 ☆☆☆ US 美國 Consumer Price Index 消費者物價指數 0.1% 0.2% 

10/8 (五)Fri 26:00 ☆☆☆ US 美國 Treasury Budget 財政預算 74.9B 73.5B 

 

  

 

 

 

 
 

 

 
 

 

 

 

 
 
 
 
 
 
 

A Controversial American Emperor (11) 
 

             There is a special symptom out of normal in the 2016 US general election, firstly it the total votes of 
Donald Trump is less than Hilleary. He only got 62,984,825 votes which is 46.1% and Hilleary 65,853,516 
votes which is 48.2%. Trump won in the Electoral College and thus got the seat of president. But why was 
there an effect known as Trump effect if his votes are less? 

 
            It was because people were waiting for a change for so long a time. Barrack Obama struggled for 8 years 

and pulled US economy out of the deep of Financial Tsunami in 2008. But some people complained the 
progress was too slow, as America is the stron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so no matter under what kind of 
shock should recover in just two or three years’ time. 

 
The promise of Trump met with the requirement of general Americans, not just recovery, they want a 

president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The simplest way is to bring jobs back to America. In the recent 
decades, newly developed countries earn a lot of money by exporting to US, and those countries grew stronger 
and stronger. So if America wishes to grow stronger must bring jobs back to America. 

 
This is the major cause of Trump effect and see after the general election the stock market rose higher 

and higher and people believe the corporations in US would earn more money. 
            (……to be continued) 

      This bulletin forecasted the gold price would go down to 1204 and it reached on Friday and rebounded, 

so we should buy up now, whether it can keep stable still have to observe. But Stochastic Fast & Slow shown 

buying signals, the indication of MACD are too weak. Mind that the S&P is quite near record high now. In 

January the Dow broke record high, and recently NASDAQ record high. Trade war would not pull down the 

stock market and it still goes up, but pulled down gold market. Now is in reverse trading. 
 

Спорный 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император 

是日阻力位 Daily resistance 1230 – 1235          是日支持位  Daily support 1200 – 1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