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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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特朗普所策動的貿易戰，受到多方的面評擊。主要反應可以歸納為兩大點，一是這場大戰是沒有贏

家的，一是會導至經濟衰退。美國經濟將會因這場大戰而陷入萬幼不復境界，而拖累環經濟，使各國都繼

進入衰退，甚或可能替全球帶來另一場災難性的金融風暴。而且有這概念不只是某某君，也包括了智庫機

構、聯合國、國基會及歐盟等。這些概念也是言之有理，所以相信及附和的人是不少的。 

 

但事實並非如此，是剛好相反的！？！？ 

 
請參閱附錄的美國 GDP 圖，本年基本上都在貿易戰陰影下渡過，可是美國經濟卻繼續增長並無衰

退。再仔細一看，這是 4 年來的高位，是 2014 年第 2 季來最好成績。而自 2016 第 2 季開始年率也一直在

增長當中，換句話說，自特朗普就以來，年率都是穩步上揚的，也是說人家一面看淡他的政績，他一面卻

有優良的表現。不要聽人家的猜測或頗有理由擔心，事實卻剛好相反。 

 
再看美國股市，除本年 1 月創出連環新高外，納達克在第 2 季也創了 13 次新高，更常有 7連升或 8

年升的消息。標普如今也在新高邊緣，隨時破關。貿易赤字是在本年 2 月初公布，證實 2017 年 12 月美國

貿赤創了新高，無論是年率及月率均是。當時美帝特朗普已放空氣一定要嚴肅處理此事。3 月正式宣布貿

易戰，可是罵戰繼進行至今。去年中美雙方的 S&D 貿易談判告吹，今年也沒有進行，但貿易談判也失敗

告終，如今更是升溫。雙方更針對科技產品開戰，納斯達克照升可也，使蘋果市值突破萬億美元，為全球

首間破此關的公司，中國更聲稱要針對蘋果開戰；但納指繼續勇往直前，貿易戰如何發展？頗耐人尋味！ 
(待續) 

油價回軟，如今油價上升不會推高金價，只會使人憂慮經濟衰退而不是憂慮通漲。今晚無論 CPI 如

何，聯儲局 9 月加息已定成局，但例會日期是 9 月 25,26，最快也要 9 月初或月中才會炒作。今晚 CPI 公

布後，下周數據頗弱，無多大重要。可能又要炒貿易戰。技術上金價橫行超過 1 個星期，保力加通道下線

開始橫行，上線仍向下。要回復 6 月 14 之窄位，可能仍要一、兩個星期。美匯有上升及破頂之勢。但已

破橫行區頂部，所以若回頭，美匯隨機指數將向下。金價暫時未穩，1204 是否見底仍未確實，只望 1185

能夠守得住。但若美股再升之時，美匯也會稍強的。此回合關鍵在中方如何對待蘋果電腦之國內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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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2.50               1224.50                   1208.50 
                         

Hedging: (Buy & sell simultaneously)  1212.50               1224.50                   1208.50 

對  沖 單：(同時買入及沽出)                   1212.00               1200.00                   12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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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98.5 

沽單 2 買單止 4 

Sell wins2, But cuts 4 
Prof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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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98.5 HK86,190 2011 +US$629.90 HK 491,322 2018 +US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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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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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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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市新聞摘要 News Headlines 
中國回應特朗普挑起的貿易戰，上月 6 日對進口美國大豆徵收 25%關稅。當時一艘滿載美國大豆的貨輪曾全速

開往中國，但仍未能趕及關稅生效前抵達。這艘貨輪此後一直在中國附近海域漂流，至令仍在「等運到」。這

艘名為「飛馬峰號」的貨船載有 6.9 萬噸、價值逾 2,000 多萬美國西部出產的大豆，原定上月 6 日下午，也就是

關稅剛生效之際抵達中國大連。為免被徵收關稅，貨船途中曾全速衝刺，希望趕到「死綫」前抵達，惟終遲來

一步。正因如此，「飛馬峰號」7 月 6 日抵達大連外海後，一直沒有卸貨返航，而是在海上熄火，並隨着潮起潮

落，繞着下錨圓心原地打轉。按照農產品出口原則，這艘大豆船是不能運回原產地，它要麼把大豆倒入海裏，

要麼等待中國因需求重啟進口美國大豆。 

 

菲律賓總統府昨天表示，菲方有意在今年內與中國簽署共同開發南海油氣的協議，時間可能在中國國家主席習

近平年底訪菲之前。 

 

美國國務院周三宣布，將對俄羅斯涉及在英國發生的神經毒劑襲擊事件祭出制裁，而這將於八月底前實施。據

悉在本輪制裁中，涉及國家安全的敏感商品和技術。克里姆林宮抨擊美方此舉令人無法接受，但表示俄國仍希

望與華府發展建設性關係。 

 
北韓指控美國無視北韓的善意舉動，一心促成國際制裁；並指如果美方繼續依照過時的劇本演出，就不能期待

非核化承諾有所進展。 

 
美國副總統彭斯表示，期望在 2020 年組建美國太空部隊。他在五角大樓表示，是時候將美國軍隊歷史揭開新的

一頁，為美國未來的戰場作好準備，防範美國新生代被擊倒。彭斯在講話中表示，有必要組建太空部隊，抵禦

中、俄兩國，形容這兩個國家建造的衛星，對美國太空系統構成新的威脅。較早前，美國總統特朗普促請國會

在未來 5 年額外投放 80 億美元，組建美國太空防禦系統，在現有軍隊五大系統外，組成太空部隊。 

 
澳洲央行發布貨幣政策季度聲明，指短期內沒有加息的有力理據，但若經濟一如預期發展，加息可能是合適。 

 

以沙烏地阿拉伯為 首聯軍對葉門北部一輛巴士發動攻擊，導致 29 名孩童喪 生後，美國今天要求對此「徹底」調

查。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諾爾特（Heather Nauert）表示 ，美國對攻擊導致平民死亡的消息深感「關切」。自 2015

年以來，葉門戰事導致 1 萬多人喪生，聯合 國表示這是全球最嚴重的人權危機。 

 
美國上周新申領失業援助人數減少 6 千人，減至 21.3 萬人，令市場意外，反映美國經濟強健，或有助勞工市場

抵禦貿易戰的影響。數據顯示，4 周平均新申領失業援助人數減少 500 人，持續申領失業援助人數就增加 2.9 萬

人，增至 176 萬人。 

 

美國 7 月最終需求生產物價指數與 6 月相同，是今年以來首次，原因是貨物價格升幅被服務價格下跌抵銷。指數

按年上升 3.3%，兩個數據都較市場預期低。美國 6 月批發庫存上升 0.1%，當中汽車庫存下跌 1.2%，機器庫存上

升 0.8%。不過，6 月批發銷售下跌 0.1%，是 1 月以來最大跌幅。 

 恒指 ：28550.50    -57.11                     上證綜指： 2796.20  +1.82                     道指 ：25509.23   -74.52 

Hang Seng Index (10:00am)                   Shanghai Composite (10:00am)               Dow Jones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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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實質國民生產總值 (柱狀為季率、線狀為年率) 

 
 
 
 
 
 
 
 
 
 
 
 
 
 
 
 
 
 
 
 
 
 
 
 
 

A Controversial American Emperor (15) 
 

              

The trade war launched out by Donald Trump aroused a lot of worries, most people would say 
there is no winner in the trade war, some would say it would bring about economic recession, both in US 
and China, later on would spread to the whole world or even break out another financial crisis. 

 
The above GDP chart cleared all the worries. 
 
The economy of US is growing steadily in the past years, and after the inauguration of Donald 

Trump, it went up sharply. Don’t worry! People are just worrying; the outcome is contradiction to their 
worries. 

 
Even after a lot of talks, there is still no progress on the trade war. The US stock market continues 

to go up, NASDAQ had 13 record highs in summer, S&P is near record high again. Apple Inc now has the 
largest market up to One Trillion USD.  

       (……to be continued) 
 

Oil prices went down, but when it goes up it would not push up gold price, only would make people 

worry about recession and not inflation. No matter what the outcome of CPI tonight the FED is believed to 

raise the interest rate next month. However, the FOMC meeting will be on Sep 25,26; the speculation should 

be in early or mid Sep and not now. There will be no important economic indicators next week and market 

focus should be on trade war. Technically, gold price goes horizontally more than a week, the lower line of 

Bollinger Band is going horizontally but upper line still falling, if it has to go back to the narrow state of 14th 

June, still need one or two weeks. The USD is having an upward breaking and might have a drawback. Gold 

price is still not firm at 1204, wish the support of 1185 can be strong, When the US stock rises, the USD Index 

will go strong also. Just watch what China will do against Apple Inc.    

              

Спорный 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императо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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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