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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場 動 態                          憶往昔憶往昔憶往昔憶往昔、、、、望明天望明天望明天望明天(9)                             

 

石油與黃金有何異同？為什麼會在市場之內同步升跌？雖然兩者都是來自大自然的地底資源，但分

別是石油是消耗品，凡開採出來的石油，都會被用去，也始終會有用盡的一天。反之黃金是耐用品，用來

用去都是這麼多不會變少的；黃金最大之特點，是可以滆化後再打造成其他形狀的飾物，如金幣或金飾等

等等。它不但不會減少，若然繼續而開採出來的話，供應就會多於需求。即是說存地面上之實金，只有增

加不會減少。按經濟學基本原理，供應增加就會將價格推低。 

 
但由於它有強大的保值作用，一般人只覺得它一定會升值而忽略了中間影響它價格升跌的因素。 

 

這樣看來石油價格應不斷上升，黃金相對較穩定。但始於 70 年代的石油危機，並非因為開採或存

量或資源出問題，而是油王不滿美帝支持以色列與他們作對，使以色列一小國擊敗十多國阿拉伯國家之聯

軍，面目無光。因而還以顏色禁運石油。事實上當時蘇聯供應給中東國家的武器也只是弱美帝半線而已，

兵敗如山倒的主因在培訓、管理及質素多於武器。情況就等於老佛爺時代光是靠船堅炮利是不足救國的，

必要維新變革。 

 
石油價格上升至美元疲弱，因而令其他品包括黃金，外幣等上升。油價上升也因而會導至百物騰，

而引起通漲的憂慮。而這半個世紀以來，費者都投訴油價加快減慢，即油王加價之時，零售油價就即時彈

升。在午夜便開始生效，減會之時就尚待觀察，這不是香港專利，全世界東、南、西、北、中都如此的。

股市也因而急挫，石油股份當然有進賬。 

 
1970 年代是環球經濟起飛的年代，雖然遇上通漲，但一般認為不是大問題，因為經濟增長強勁，

可以抵消通漲的力量。最主要是人民購買力增強，生活已有餘有剩，普通加價當作家常便飯，因為收入更

為增加，而且投資意慾始強盛；實際上，那個時代的通漲也只屬良性通漲而非惡性通漲。 
(待續) 

9/11 的 17 周年推不動金價，金融海嘯的 10 周年前夕，金價升回 1200 之上。這是心理關口多於實質的

成本關口。要留意是保力加通道收窄中，若破拋物線會成上升三角式但暫時力度未夠，宜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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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5.00               1217.00                  1201.00 
                         

Hedging: (Buy & sell simultaneously)  1205.00               1217.00                  1201.00                    

對  沖 單：(同時買入及沽出)                   1204.50               1192.50                  12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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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Вспоминая прошлое и с нетерпением 
жду завтра 

Previous Day 上日利潤 －４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119.5 

Previous Day 上日利潤 ＋８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1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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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           港金息口港金息口港金息口港金息口       Interest of HK Tael Gold                     2018年9月 
1 (三) -20 11 (六) ／ 21 (二) -20 1 (六) ／ 11 (二)  21 (五)  

2 (四) -20 12 (日) ／ 22 (三) -20 2 (日) ／ 12 (三)  22 (六) ／ 

3 (五) -20 13 (一) -20 23 (四) -20 3 (一) +20 13 (四)  23 (日) ／ 

4 (六) ／ 14 (二) -20 24 (五) -20 4 (二) -20 14 (五)  24 (一)  

5 (日) ／ 15 (三) -20 25 (六) ／ 5 (三) +20 15 (六) ／ 25 (二)  

6 (一) -20 16 (四) -20 26 (日) ／ 6 (四) +20 16 (日) ／ 26 (三)  

7 (二) -20 17 (五) -20 27 (一) -20 7 (五) +20 17 (一)  27 (四)  

8 (三) -20 18 (六) ／ 28 (二) -20 8 (六) ／ 18 (二)  28 (五)  

9 (四) -20 19 (日) ／ 29 (三) +20 9 (日) ／ 19 (三)  29 (六) ／ 

10 (五) -20 20 (一) -20 30 (四) +20 10 (一) +20 20 (四)  30 (日) ／ 

      31 (五)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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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119.5 HK92,820 2011 +US$629.90 HK 491,322 2018 +US157.5 HK122,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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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位不包手續費 price tag excluding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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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四)Th 19:00 ☆ UK 英國 Central Bank Rate 英格蘭銀行議息 0.75% 0.75% 

13/9 (四)Th 19:45 ☆☆☆☆ EU 歐盟 Central Bank Rate 歐洲央行議息 0.00% 0.00% 

13/9 (四)Th 20:30 ☆☆☆☆ US 美國 Initial Claims 初領救濟金人數 203K 203K 

13/9 (四)Th 20:30 ☆☆☆ US 美國 Consumer Price Index 消費者物價指數 +0.2% +0.2% 

即市新聞摘要 News Headlines 
中國已向世界貿易組織（WTO）申請授權，對美實施每年約 70 億美元的貿易報復。這是中國 2001 年加入

WTO 後，首次針對爭端解決案件敗訴方不執行爭端解決案件裁決提出貿易報復授權請求。另一方面，國務

院副總理劉鶴在上月舉行的一次會議上，向到訪的美國商界高層表明，美國企業在華業務，並不會成為中國

貿易反制措施的目標。據外電報道，美國財長努欽已向劉鶴提出邀請，在未來數周內再舉行新一輪的貿易談

判，並建議派出一個部長級的代表團參與此次會談，而會談的地點可以是華盛頓或北京。據《華爾街日報》

報道，美方是希望在進一步實施關稅措施前，給中方一個機會闡述立場。 

 

水門案名記者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出版的新書《恐懼：特朗普入主白宮》披露，在美國總統特朗普考

慮向中國產品加徵關稅時，幕僚曾警告他：「中國想要摧毀美國，只需不賣抗生素給我們就行。」但特朗普

最終沒有理會。新書說，白宮首席經濟顧問科恩（已於今年四月離職）曾向特朗普指出：「美國有百分之九

十六點六的抗生素都是從中國進口。例如青黴素在內的九種常見抗生素，美國國內都沒有生產。」 

 

在俄羅斯涉嫌介入美國總統大 選、助川普入主白宮兩年後，川普今天簽署行政命令， 授權對任何干預美國

選舉的外國勢力施以懲罰性制裁。 這項命令將建立正式程序，一旦看到有人試圖駭入 投票系統、透過媒體

網路散播不實訊息，將攻擊這些人 的商業和資產。外部人員駭進投票系統、上網散播謠言 情事，2016 年美

國大選都發生過。 距離 11 月 6 日期中選舉僅剩 55 天，官員表示他們已 察覺俄羅斯、中國等國有試圖干涉的

跡象。川普在聲明 中說：「我們將採取強有力行動，保護我們選舉系統及 程序。」 他說，藉由散布不實宣

傳內容及訊息干涉選舉制度 ，「對美國國家安全及外交政策構成不尋常的特殊威脅 」。 

 

美國聯儲局理事布雷納德相信，聯儲局能夠在明年或後年，將利率提高至 2.9%以上，而不會阻礙經濟增長。 

布雷納德在一個演說上表示，目前美國經濟增長強勁，失業率 3.9%，而通脹率接近 2%的目標，明後兩年逐

步加息是適當的做法。但她指出，加息的上限可能較一般預期要高。 

 

國際油價上升。美國能源資料署公布，上周原油庫存減少 530 萬桶，減幅大過預期。美國對伊朗的制裁亦增

加市場對供應的憂慮。布蘭特期油收市報每桶 79.74 美元，升 68 美仙，最高曾見 80.13 美元，是 5 月後最

高。 

紐約期油收市報每桶 70.37 美元，升 1.12 美元，創一周高位。 

 

美國聯儲局經濟報告顯示，聯儲局多個轄區企業都表示，因為貿易戰緊張局勢的憂慮而縮減甚至推遲資本投

資。 

被稱為褐皮書的經濟報告指出，關稅影響看來仍然溫和，但提高企業投入價格，特別是對製造商而言。而不

限於製造商，其他不少受訪問企業都提到，對貿易緊張局勢感到憂慮同不確定。不過，報告亦提到，經濟以

溫和步伐擴張，就業市場緊張導致全國不少行業出現勞工短缺。不單止建築工人、司機同工程師短缺，餐

廳、零售店等其他行業所需的低技術工入亦短缺。報告是根據上月底前收集到的資料整理而成。 

 恒指 ：26,717.63    +377.16                    上證綜指： 2,664.78   -8.67                 道指 ：25,998.92  +27.86 

Hang Seng Index (10:00am)                   Shanghai Composite (10:00am)               Dow Jones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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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ing the past, looking forward to tomorrow(9) 
 

          
The petroleum crisis led to a bull market of gold, as well as oil. Why these two products always in the same direction? 
 
Both of them are from underground, are natural resources. Petroleum is a consuming product, when excavated will be 

used up somehow, someday. Gold is a kind of durable goods and will never be used up. All mines excavated will stay on 
surface of earth forever. Its particular is that it can be melted and reformat to any other apperance.  When continue to dig 
it out, the supply will be more and more. According to basic economic theory, incessant supply will only make the price 
lower, but idea of general public is in reverse. 

 
Gold is used as to keep its value as a safe haven, and believe to rise up in the long run. Therefore a lot of people 

forget to calculate the economic factors that make it rise and fall and just remember it would soar up in wars. 
 
In the 1970s, the petroleum crisis occurred not because of shortage of supply, but Middle East countries in objection 

that US supported Israel to fight against over 10 Arabian countries. They claimed their defeat were due to the supply of 
American weapons to Israel, but actually Arabian weapons were from Soviet Union, just a little bit weaker, not the main 
reason of their avalanche. The defeat was due to training and management, not weapons!  Anyway, the petroleum crisis 
started so. The rise of oil prices led to the fall of USD and also rise of other commodities because afraid of inflation. 

 (……to be continued) 
       The 17

th
 anniversary of 9/11 could not move up the gold, but 10

th
 anniversary of the collapse of Lehman Brothers 

which led to the Financial Tsunami pushed up the gold to over 1200. When going over the Parabolic SAR, it might form 

an ascending triangle, currently not strong enough still have to observe. 

 

С Вспоминая прошлое и с 
нетерпением жду завтра 

 

是日阻力位 Daily resistance 1218 – 1223        是日支持位  Daily support 1190 – 1195 

黃金長期走勢 Long Term Trend of Gol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