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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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當美帝宣布重啟對伊朗的制裁時，傳統歐盟居然出來唱對台戲，宣布實施反制裁措施。而新當選墨西哥

總統也趁機出來湊湊熱鬧，聲稱不受到美帝的墨西哥圍牆威脅。墨西哥大選是於 7 月 1 日進行，新總統將於

12 月 1 日就職。總統當選人此時出來表態，顯然是為了附和歐盟，指出問題在特朗普身上而非其他人身上。 
 

資深投資者應有印象，2006 年有兩個核談判都是叫 6 方會談，分別是伊朗 6 方會談及北韓 6 方會談。北

韓方面，由於在本年 6 月在新加坡進行了美朝峰會而算暫時平息。伊朗核危機則在 2015 年 7 月達成和解協

議。由伊朗與 6 國簽署協議，即美國、英國、法國、俄羅斯、中國和德國，是為聯合國 5 強再加德國，又或稱

為 P5+1，因此也遞交聯合國安理會承認議案。其實加上伊朗是 7 個國家在簽署；各方停止對伊朗之制裁，伊

朗也答應停止發展核武。 
 

不過本年美朝峰會之前，特朗普就宣布要退出協議，重啟制裁。因為特朗普過去多次批評伊朗核協

議不規管伊朗 10 年後核活動，又不管其彈道導彈計劃和區內興風作浪。是史上最差協議，因此要找出

更強及更有效的協議。美帝退出協議，被認為給予機會使中國及俄斯可以出來耀武揚威，爭取領導領

導群雄的機會，因為英、法、德已是歐洲 3 頭馬車，只看靠隴中國或俄國。 
 

伊朗卻佔盡地利，請參閱附錄的"航道地圖"。霍爾木茲海峽最窄之處只有 60 公里，約為珠江口

的雙倍，但珠江出入的只是數千噸的散裝貨輪，他們的是 200,000-800,000 噸的油輪。伊朗軍演中出

動了百艘快艇，就是證明他們即使不開火，也可用快艇干擾航道。因為若然對無武裝的運油輪開火，

勢必引起公憤及導至海上大災難。一旦交戰之時，當然是美國的正規軍輕易摧毀他們的正虧軍。其實

也沒有硬碰的必要，而用較低調的快艇干擾及阻止這些龐然大物前進將是最有效及最可行的方法。 
(待續) 

    從保力加通道看，金市在 6 月 14 日之時已收窄，顯示即將有重要變化，該天價位向上作出假穿，

但收市之時降回通道之內。價位只升至 1309，未能擊破 250WMA 的 1310，即掉頭向下。而向下趨勢一直

維持至今沒有多大變化。雖然中間拋物線曾作出假轉向，但保力加通道持續向下，也沒有收窄跡象。價位

也沿通道底部向下，連中線也升不破，顯示弱勢持續。大市要轉向，先要升保力加通道的中線，它現時與

拋線重疊，今天都是 1224 左右。未升破之時，仍有機向下面的 1204 進發，估計 1185 有強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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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4.00               1202.00                   1210.00 
                         

Hedging: (Buy & sell simultaneously)  1214.50               1226.50                   1216.50 

對  沖 單：(同時買入及沽出)                   1214.00               1202.00                   12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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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5 

Previous Day 上日利潤  -8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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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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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16 (五)  26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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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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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市新聞摘要 News Headlines 
 

退出伊朗核協議的美國正式對伊朗重啟制裁措施，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第一輪制裁措施於美國時間周二凌晨零

時起生效，主要針對伊朗金融、金屬、礦產、汽車等一系列非能源領域。白宮聲明說，此次制裁涉及伊朗政府購

買美元交易、黃金等貴金屬交易、與伊朗貨幣里亞爾的相關交易，以及伊朗汽車行業等。第 2 輪制裁措施預計於

今年 11 月 5 日生效，到時會針對伊朗的石油業和中央銀行，也會制裁採購伊朗石油產品的人。儘管中國、印度、

土耳其等數國已表示，無意全面停止向伊朗購買能源，美國的封鎖仍會對伊朗經濟造成更大傷害。 

 

針對美國的行動，歐盟宣布更新後的「阻斷法令」周二起正式生效，以減輕歐洲企業受到的打擊。根據「阻斷法

令」，歐盟居民和公司不得遵守美國域外制裁法規；任何外國法院基於這些制裁法規作出的裁決在歐盟境內無

效。條例還允許歐盟居民和公司，向造成損害的個人或實體追索包括法律費用在內的賠償，他們可向歐盟成員國

的法院提出索賠，歐盟可沒收和出售損害方及其代表或中間人的資產以提供賠償。 

 

美國石油協會公布，上周美國原油庫存大幅減少 600 萬桶，減幅遠超出市場預期的 330 萬桶。但汽油庫存則出乎

意料增加 310 萬桶，蒸餾油庫存增加 180 萬桶，大幅高於市場預期增加 22 萬桶。 

 

白宮表示，美國總統特朗普計劃再次派國務卿蓬佩奧前往北韓，與領袖金正恩會晤，就朝鮮半島無核化進行談

判。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早前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蓬佩奧上星期在東盟系列會議上，將特朗普的信件轉交北韓

外相李容浩，信中建議蓬佩奧再次訪問北韓。博爾頓又說，特朗普準備好隨時再與金正恩會面，但提到北韓在 6

月美朝峰會舉行後，未有採取明確落實無核化的措施，表明美方未有考慮放寬對北韓的制裁。 

 

肆虐多天的美國加州大型山火繼續蔓延，當局宣布這場山火成為加州史上最嚴重山火，火場面積大過香港陸地面

積，目前僅 30%火場受控。山火自上月 27 日起蔓延，距離三藩市約 170 公里外的北部，兩處主要火頭周一開始合

併成一個，約達 1,148 平方公里，比整個香港、九龍及新界陸地面積的 1,106 平方公里還要大，。 

 

美國總統特朗普對中國發動貿易戰，但據美國官方資助機構的最新報告指出，今年上半年的美中貨品貿易的逆

差，卻不跌反升。由美國國會資助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當地時間周一發表報告，指今年上半年美中貨品

貿易逆差持續擴大，已突破 1,857億美元，較去同期增加 9%。在貿易戰陰影下，美國農產品出口中國的負面效應

已經顯現。根據報告，在今年第 2 季，美國農產品出口中國已較去年同期減少 14%，甚至跌出美國出口中國前 5

大產品榜；即使美國出口中國最大宗的交通運輸設備，今年第 2 季金額也僅有 64.4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減少

10.7%。 

 

中國欲採購美國石油與天然氣，藉以降低貿易逆差，這已反映在數據上，在今年第二季，美國石油與天然氣出口

中國較去年同期增長 129.4%，金額達 27.87 億美元。不過隨着中方祭出針對 600 億美元美國貨的報復關稅清單，

中方購買美國石油與天然氣的數量將減少。至於服務貿易上，美國仍持續對中國享有順差，今年第一季達歷史新

高的 129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成長 6.4%，但旅遊業順差的增長放緩。 

 

 

恒指 ：28289.89    +39.86                     上證綜指： 2768.26  -10.82                  道指 ：25628.91   +126.37 

Hang Seng Index (10:00am)                   Shanghai Composite (10:00am)               Dow Jones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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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ntroversial American Emperor (13) 
 

              

Donald Trump re-start the sanction against Iran and made the oil price soared high. However EU 
refused to join the sanction and thus believed it will be beneficial to Russia or China, as they would 
perform more in the world stage. 

 
The military exercise of Iran would make the case in high tension. 
 
For the gold price, if we observe from the Bollinger Bands, the height was on 14th June, where it 

had a false penetration upward, but the closing price fell back inside the narrower band. According to its 
basic theory, when the band grows narrow, as in that of 14th June, there will be a significant change 
coming soon.  

 
It really happened on that very day. The gold price went up to 1309, but could not break the 250WA 

level which is 1310. Thus it turned down and continued to fall until nowadays and still following. Even 
though in midway, the Parabolic SAR shown a turning signal but still could not go up. It continued to fall. 
Now the band is still so wide and no sense of becoming narrower. 

 
The price slicked to the bottom line of the band and could not even go above the middle line. If the 

price of gold has to go up, firstly it must have a breakthrough of the middle line and then the Parabolic 
SAR, and the band should get narrower. The level of the middle line is overlapping the Parabolic SAR 
which is also 1224 today. 

 
            (……to be continued) 

       
 

Спорный 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императо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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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深深深        水水水水        航航航航        道道道道    

 
霍爾木茲海峽有中線作為

國界，根據海洋公約，所

有 河 口 及 海 峽 口 均 屬 公

海。此處由聯合國劃出海

上通道。但不是以中線作

通道，而是以最水深之處

才可容納超級油輪航行。 

 

航道屬在阿曼領海，用右

上左落制，中間為無人地

帶以免踫撞。因此伊朗不

宜派大型戰艦干擾,而改用

快艇干擾及封鎖航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