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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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墨西哥圍牆可說是美帝特朗普最受爭議的政策之一，由大選前開始爭論至今，墨國也由舊總統傳至新總

統都立場不變地反對，但美國國內也有若干反對人士。 
 

目前美國的 3 億人口當中，非法移民已超過 3,600 萬，約佔 12.5%，在任何國家與地區來說都

是一個頗重的比例。墨西哥的非法移民最多，亦有不少中南美洲人士經由墨西哥偷渡入美國，所以實

有控制的必要。一直以來美墨邊界都有斷斷續續之欄柵，而特朗普要建造的，是加高至 9 米之混凝土

牆，並有防挖隧道及防攀爬設計，亦可抵禦汽車衝擊以及鶴咀鋤及千斤頂之破壞。而將現有之 1,046

公里欄柵加長至 3,100 公里圍牆，白宮估計費用為 120 億美元，民間估計為 250 億。 
 

國內反對者認造價過貴，應加強邊境巡邏及嚴格執行入境政策。環保人士認為妨礙野生動物覓

食。人權支持者認為圍牆只會造成硬闖者死傷情況，而執法者開槍射擊偷渡者時，亦曾發生流彈射中

無辜平民導至死傷事件。亦有部份人士認為非法勞工可以闖入實在對美國有利，因為可以減低成本，

事實上白人根本不會去做低層工作的，白人一定要做經理、主任或組長的工作，否則寧可去領失業救

濟金也不願去做基層卒仔，所以實在需要有色有人種去填補這些基層空缺，非法勞工則成本更低。 
 

特朗普競選時聲稱要建造圍牆，墨西哥總統原本約他就職後 10 天便到美國訪問，只是他就職後

後 3 個工作天便簽署行政命令要興建圍牆，還要墨西哥負擔費用。若然不肯的話將開徵闗稅以填補。

墨國官民大為震怒，墨國總統馬上取消訪間；也導至大型示威場面，可是示威除了在市區內進行，在

邊界亦有。更幽默的是居然有 3,000 人非法越界進入美國境內示威。這無形中替特朗普投票必需興圍

牆，要在國會爭取撥款也更易了。尤其是計劃更加設太陽能發電板，以減低成本及增加環保效益。 
(待續) 

    中美貿易戰升溫，而將會拿蘋果的科技產品祭旗。美國納斯達克指數不跌反升，昨晚是 7 連升，納指

在夏季的貿易戰中已創了 13 次新高，道指在 1 月也連創多次新高，很快到標普了。早就說過本年是炒反市年

代。去年最後一個交易日之分題，也寫明美股自 2009 年的牛市，本年將是───再與天比高！雖然唱好了 10

年仍要再唱的。金價何時有突破？那要等保力加通道再度收窄，像 6 月 14 日之時便有重大變化。但初步先要

先破拋物線及保力加中線，今天是 1224 及 1222。要通道收窄，最快也要一、兩星期。現時 MACD 及

Stochastic Full 都出了入貨訊號，可以試買，但要注意 1204 此關是否守得穩，未確認升勢之前要有兩手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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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4.50               1226.50                   1210.50 
                         

Hedging: (Buy & sell simultaneously)  1214.50               1226.50                   12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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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y at sight現水位買入 Previous Day 上日利潤  0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102.5 

沽單 0 買單止 4 

Sell wins 0, But cuts 4 
Pro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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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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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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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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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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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市新聞摘要 News Headlines 
中美貿易戰針鋒相對，美國政府周二（7 日）落實八月廿三日起，向首階段第二批總值 160 億美元（約 1,248 億港元）的

中國商品加徵 25%關稅，對象包括半導體、電子、塑料、化學品、鐵路器材等受惠「中國製造 2025」計劃的商品。中國

商務部隨即於昨晚宣布，對同等金額的 333 項美國進口商品，包括能源產品和汽車，加徵 25%的關稅，與美方同步實

施。隨着貿易戰規模擴大，中國官媒更點名警告，美方措施若激起內地民憤，恐波及美國蘋果公司的在華業務。美國貿

易代表辦公室發表的聲明指，新一波的徵稅清單上包括 279 種商品，較原來建議的 284 項僅減少了五項，惟最大類別的

半導體仍在名單上，其餘受影響產品包括電單車、火車車廂、拖拉機、電子電路、蒸汽渦輪機、發電機、工字鐵及農業

器材。獲剔除徵稅的商品包括貨櫃、浮船塢、分切木材、骨頭、硬塑膠的切割機和切片機、超薄切片機及海藻酸。 

 
儘管外界憂慮美國的政策會令貿易摩擦不斷升溫，總統特朗普周二在其新澤西州高爾夫球場舉行的晚宴上，發表他對美

國經濟增長的預期，向一眾商界領袖大派定心丸。特朗普表示，下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可能達 5%以上。他

表示，雖然目前與中國在關稅方面有一些鬥爭，但責任在前美國總統，料中美最終可發展出非常好的貿易關係。 

 
中美貿易戰開始影響美國國內一些行業。繼早前美國大豆等農產品大幅降價，緬因州龍蝦出口亦受巨大衝擊，中方向美

國龍蝦徵收 25%進口關稅，同時將加拿大龍蝦進口稅，降至 7%，令中國買家停止向美國入貨。另外南卡羅來納州一間

生產電視機的公司，因為零件要加徵關稅，計劃 10 月關閉廠房，126 名員工之中，118 人將被解僱。在中國有巨大商業

利益的蘋果或成「標靶」！《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文章，直指特朗普發起的貿易戰將引發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並

明言蘋果將成為中國的談判籌碼。 

 

以色列戰機轟炸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位於加沙的 12 個目標設施，以回應哈馬斯早前向以色列南部發射約 70 枚

火箭炮和迫擊炮。巴勒斯坦表示，轟炸造成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6 人受傷。 

 
美國確認俄羅斯政府在英國向前俄國間諜斯克里帕爾的襲擊中使用神經毒劑，很快會向莫斯科實施制裁。 

 
揭密網站維基解密今天表示 ，美國聯邦參議院一個委員會針對俄羅斯疑似干預 2016 年美國總統大選一事提出作證要

求，創辦人亞桑傑正加 以「考慮」。  

 
 瑞恩航空（Ryanair）的德國 機師 10 日將加入全歐洲罷工行列。對此，這家廉價航空 公司今天宣布，10日將取消 250 個

在德國起飛與降落的 航班。 瑞恩航空當天歐洲地區共有約 2400 個航班，其中 146 班早已取消，因為愛爾蘭、比利時和

瑞典的機師也 計畫 10 日罷工。 

 
外界預期美國對伊朗重啟制裁，將導致巿場供給減縮，油價本週上漲。但在數據顯 示美國供給充足後，油價急劇下跌。 

紐約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級原油跌落 2.23 美元，以 每桶 67.94美元作收。  

 
納斯達克指數收市報 7888 點，上升 4 點，升幅近 0.1%，連續 7 日上升，亦是 3 月以來最長升市。標普 500 指數收市報

2857 點，微跌不足 1 點。 

 恒指 ：28334.40    -15.05                     上證綜指： 2734.51  -10.28                  道指 ：25583.75   -45.16 

Hang Seng Index (10:00am)                   Shanghai Composite (10:00am)               Dow Jones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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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  西  哥  圍  牆 

 
 
 
 
 
 
 
 
 
 
 
 
 
 
 
 
 
 
 
 
 
 
 
 
 
 

A Controversial American Emperor (14) 
 

              

The US-Mexico border barrier is one of the most controversial policies of Donald Trump, where 
he simply says The Wall. 

 
A barrier of fence actually now exists in scattered area of a length of 1046 km, but will be 

extended to a continuous and uninterrupted length of 3100 km. Among the 300 million people of US, 
12.5% are illegal immigrant. This is a horrible percentage no matter in which country and must be 
controlled. Most of them came to US through the Mexico border. 

 
Mexican of course disagrees with the Wall for Trump asked them to pay for the Wall, or else will 

levy tax upon them. Thus aroused demonstration, not only in urban area, but they crossed the border 
illegally and went into the States for demonstration. Thus made people think abou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order wall is a MUST. The cost estimated by the government is US$12 Billion, while by non-
governmental estimation is US$25 Billion.             

       (……to be continued) 
NASDAQ continues to soar up for 7 days facing the Sino-American trade war. The market is in 

reverse trading even if the Apple might be involved in troubles in the trade war. When will the price of gold 

have a breakthrough? Watch the Bollinger Band. When it grows narrow as that of 14ht June, there will be 

significant change. First of all, it must go up over the middle line of Bollinger Band, and also the Parabolic 

SAR, they are at the level of 1222 and 1224. It may take one or two weeks to make the band narrower. The 

MACD and Stochastic Full are showing buying signals now. But if the bottom of 1204 is not confirmed must 

ready it would turn back at any time. 

              
 

Спорный 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императо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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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