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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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特朗普就職不足 24 小時，即爆發了全球性的反特朗普示威，全球有 681 地區有反特活動，其中

577 個在美國。總人數難以估計，說法眾多，由 200 萬至 500 萬都有，但肯定是多於就職典禮的人數。一

位民選總統居然去到這地步，就職禮門堪羅雀，翌日的示威不只限於美國，而是全球同時反對他登基。但

他卻是合法、合情、合理去出任這個當今世上號稱最大權力的職位；這情況差不多可以說是空前絕後了。 

 

示威先是由婦女團體策動，然後加入移民人士。原先是美國國內的多處示威遊行，由於資訊發達，

周六的示威迅即傳遍世界，周日各國民眾響應，出現了數百萬人的環球性示威。如果他的政策有問題，就

無人選他做總統才對；既然選了他，又在就職前出現特朗普效應，那麼就職之時應該很受歡迎才對，最少

投資者見到股市升了兩個半月，也賺了不少，也應出來慶祝及道謝吧；結果就職禮出現罕見的冷清場面，

但示威卻蔓延至全球。可見他的政策備受爭議，是到了"愛你恨你、問君知否！？"同時出現的地步。 

 

既然他不受歡迎，又何以當選？人家當選還未到 24 小時，有什麼功過可以評論呢？何解要這麼快

出來示威。因為他在選舉之時與希拉莉相互抹黑，他在以前選美會中是非多多，被評為不尊重女性，是希

拉莉的支持者發動示威洩憤，也想不到有如此龐大場面；而他聲稱上任後要做的事也迫在眉睫。 

 
目前每年共有 100 萬非法移民經由墨西哥邊境偷渡入美國，而一般估計美國的農業人口當中，約有

45%為非法移民。這樣的情況，實在搶去不少美國人的工作。特朗普所採取的政策，就是興建墨西哥圍

牆，重新談判 NAFTA, TPP 協議，並限制 7 個伊斯蘭國家的公民入境，後者除反恐外亦可堵截非法民。這

些政策受到極大回響及非議，有支持也有反對人士。但反對者就借勢出來示威，人數卻超乎想像之多。 
待續) 

    美帝重啟對伊朗之制裁，使伊朗展開大規模海上軍演，上周五的金價因而在 1204 見底回升，但後市去向如

何還要看拋物線，因它一直密集向下；至今仍沒有任何轉勢跡象。若要確認大市見底需看拋物線，至於保力加通道

目前只可以看上線阻力位，下線支持位無效。其餘技術線都頗模糊，包括 MACD，隨指數快版及慢版。而

ADX,ADXR 只顯示超賣，無法指出逆轉水位及時間。日本雲層和 WMA 都指示尚在熊市。較可信的就是看美匯指

數是否破頂；因為美匯的隨機指數已出了預備沽貨訊號，當美匯回軟，美股又調整之時，金價才會大幅彈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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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0.00               1198.00                   1214.00 
                         

Hedging: (Buy & sell simultaneously)  1210.50               1222.50                   1216.50 
對  沖 單：(同時買入及沽出)                   1210.00               1198.00                   12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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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106.5 

沽吃 5 買止 4 

Sell wins 5, buy wins 4 

Profit 利潤+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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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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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106.5 HK86,190 2011 +US$629.90 HK 491,322 2018 +US1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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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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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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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市新聞摘要 News Headlines 
伊朗國家通訊社 IRNA 報導稱，伊朗革命衛隊證實，伊朗上週四起在波斯灣地區開展了一場“成功的”大型軍

事演習，旨在對抗敵人“潛在的威脅”。週一亞洲市早盤，布倫特原油期貨下跌。伊朗此次軍演是其年度計畫

的一部分，但執行時間較原計劃明顯提前。華爾街見聞此前介紹過，霍爾木茲海峽是全球原油運輸的交通要

道之一，全球約 20%的石油需要經過波斯灣，被視為西方原油的“海上生命線”。伊朗多次威脅美國，稱如果

美國切斷伊朗的石油出口，伊朗將封鎖霍爾木茲海峽，阻斷中東地區的海上石油運輸。對此，美國國防部長

馬蒂斯上月底強硬回應稱，伊朗威脅要關閉霍爾木茲海峽，他們在過去也曾這樣做過。很明顯，這將是對國

際航運的攻擊。“國際社會將採取一切手段重新開放這一航道。”週一，布倫特油價亞市早盤跌 0.19%，交投

于 73 美元/桶一線。WTI 原油逼近 69 美元/桶。上周 WTI 原油周線幾乎持平，此前曾連續四周收陰。 

 
美國總統特朗普今天證實美國將重啟對伊朗的制裁。不過他表示，對協商達成新伊朗核協議仍抱持開放態度。

特朗普在聲明中指，對於達成處理伊朗邪惡活動的協議仍持開放態度，他所指的邪惡活動包括彈道導彈計畫及

對恐怖主義的支持。另外，美國官員今天表示，政府將會積極執行本周重啟的對伊朗經濟制裁，預期相關措施

將會對伊朗經濟產生巨大衝擊。該些制裁措施將針對伊朗購入美元、金屬等交易、煤、工業相關軟體及其汽車

產業。美國官員又指，特朗普可隨時與伊朗領導人會面，致力與當局達成新協議。 

 
美元指數上升，中美貿易爭拗對美元帶來支持。美元指數報 95.371 上升逾 0.2%。英鎊兌美元觸及 11 個星期低

位，主要受英國脫歐疑憂困擾，最新報 1.2946 美元。德國 6 月工業訂單下跌，加上意大利將增加支出，並挑戰

歐盟的預算規定，都令歐元受壓。歐元兌美元跌至 5 星期低位，之後略為回穩，最新報 1.1556 美元。 

 

油價上升，較早前石油輸出國組織消息人士指，上月沙特阿拉伯原油產量出乎意料下跌，日產量約 1029 萬

桶，較 6 月減少約 20 萬桶。另外，美國準備恢復對主要石油出口國伊朗的制裁，敦促其他國家停止購買伊朗

原油，預料會打擊伊朗的石油產量，而部分制裁措施將於周二生效，都引發市場對全球石油供應的疑慮。紐約

期油收市報每桶 69.01 美元，上升 52 美仙。倫敦布蘭特期油收市報 73.75 美元，上升 54 美仙，升幅 0.7%。 

 

摩根大通舵手戴蒙日前表示，現時美股牛市可能延續多兩至三年，原因是美國經濟良好，但同時警告美國十年

期債息衝上 5 厘的機會，可能較大部分人預期為大，投資者應該做好準備。摩根士丹利認為，Apple 市值上周

突破 1 萬億美元是科技股升浪的見頂信號，又指投資者愈益關注對科企「沽出」的投資建議，現時最大憂慮是

當強勢股持續積弱，將波及其他科企，形成重大市場調整。不過，儘管 18%標普資訊科技股及 43%納指成分股

股價自今年高位累積調整逾兩成，但德意志銀行續看好前景。該行指，科企盈利全年料增長兩成，明年再增

11%，令估值變得吸引。 

 
中美爆發貿易戰、人民幣匯價下跌及內地企業債務違約增加等負面因素下，滬深股市持續受壓，滬綜指周一曾

跌 1.76%，一度跌穿 2,700 點關。滬綜指周一收市跌幅縮窄至 1.29%，報 2,705 點，創一六年三月以來收市新

低，並為連續 4 個交易日下跌，累跌 5.95%。深成指走勢相若，收市跌 2.08%，報 8,422 點，連續 9個交易日下

跌，創 2008 年 6 月 17 日之後最長跌浪，累積下瀉 11%。深圳創業板指數更傷，最多下挫 3.16%，收市仍跌

2.75%，報 1,440 點，為 2014 年 8 月 29 日之後新低，滬深兩市主板成交額只有約 2,911 億元人民幣。 

恒指 ：27914.51    +99.16                     上證綜指： 2720.51  +14.85                  道指 ：25502.18   +39.60 

Hang Seng Index (10:00am)                   Shanghai Composite (10:00am)               Dow Jones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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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it of Hormuz 霍爾木茲海峽 

 
 
  

  

 

 

 

 
 

 
 

 

 

 

 

 
 
 
 
 
 
 

A Controversial American Emperor (12) 
 

             After the inauguration ceremony of Donald Trump in 2017, less than 24 hours there burst out a worldwide 
demonstration of several million people. The total cities took place were 681, out of which 577 were inside the US. 
People joined that demonstration definitely more than those that turned up in the inauguration.  But he really was 
elected by the general public. If he is not welcome, he could not be the president, but why so many people in 
objection of him? 

 
            Actually, he should be applauded and praised, for immediately after the general election, the financial 

market generated a Trump effect and made the US stock market continued to rise till nowadays, a lot of people 
earned large amount of money because of the Trump effect. So such a case should be quite welcomed and why so 
many people still in objection? 

 
Simply because of his policies are so controversial. There are a lot of supporting and objection at the same 

time. Supporter elected him and objections arranged demonstrations. Hillary won most votes in general election 
and her supporters arranged demonstration on Saturday and such a news spread wide to the world on Sunday after 
inauguration. 

            (……to be continued) 
      The US re-started the sanction against Iran, and thus led to a large military rail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It 

accounts for 20% of oil export of the world, and on the average one super tanker will pass thought the strait in 

every 5 minutes. The gold price rebounded on last Friday because of the rail, but whether it would go up still has 

to observe the Parabolic SAR. Bollinger Bands only have effect on upper line and lower line indication quite weak, 

while MACD, Stochastic Fast & Slow no indication, ADX, ADXR only shows overselling and cannot tell the 

turning point and time. Ichimoku & WMA show now is in bear market. So stick to the USD Index and stock market, 

when they turn down gold will rise, especially there is a get ready signal in the Stochastic Fast of USD now.     

 

Спорный 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император 

是日阻力位 Daily resistance 1222 – 1227          是日支持位  Daily support 1192 – 1197 

伊朗 
伊拉克 

沙特 

波斯灣 

霍霍霍霍爾爾爾爾木木木木茲茲茲茲海海海海峽峽峽峽 

 
一夫當關、萬夫莫敵 

 

美國重啟對制裁伊朗行

動。昨天伊朗證實已出

動百多艘軍艦在霍爾木

茲海進行軍演，大部份

是以小型快艇；顯示他

們有實力封鎖海峽。 

 

雖然石油仍可繞道由紅

海或由陸路輸出，但將

大大增加成本及時間。

霍爾木茲海峽承擔著全

球石油 20%的出口供

應，平均每 5 分鐘就有

1 艘油輪進出海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