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頁     БУЛЬЛИОН ЭКСПРЕСС                2018 年 9 月 14 日(星期五 ) 

電話 Tel：3180-8803 

網址 Web：www.31808888.com 

 

The Bullion Express 

黃 金 快 訊  
訊匯金融集團有限公司印製 

編撰:  (余春生) 
Sincere Finance Holding Limited 

Compiled By : Daniel Y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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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既然石油對金融市場那麼重要，又經常影響黃金價格的升跌；因此也有必要回顧以往重要的時刻對

整體市場及黃金價格的影響。 

 
1973 年的石油危機，觸發了北海油田的全力開發。它的產量是全球第 2 大，即中東以外的最大油

田。也由於北海油田的投產，使石油危機得到紓緩，油價開始回落。1980 年代北海油田產量昻然進入最

高峰期，黃金價格也回落，即使有危機亦在受控範圍內波動，皆因環球經濟進入了繁榮期。股市上升，而

市場基本定律黃金是與股市成反方向運行的，金價也就開始回落了。 

 

1990 年代，科網股潮推高了股市，也推低了金市。北海油田大量生產，石油危機也暫時被遏制，

金價也隨油價回軟。只是萬物有定時，投資者責任就是要在不同的環境下找出循環的始末。北海油田雖然

產量豐富，始終於遠遠墮後於中東。因為中東油王受到真主的照顧，所以很快又掌握世界經濟的命脉了。

北海油田的產量被證實在 1999 年 12 月 31 日達至最高峰，及後會以每年 2%的速度回落。到底這 2%是多

抑是少，諸君可參看附錄的油價圖再看昨天的金價圖；石油與黃金相繼展開大牛市。 

 
2000 年的油價開始上升，再加上 2001 年的紐約恐怖襲擊，隨之而引起長期的反恐戰爭。金價與油

同步冉冉上升。而北韓及伊朗的核危機，再度推上升中的金價和油價。石油價格在 2008 年 7 月達至失控

狀態，創出 147 美元之歷史高位，引發美國的次貸危機及投資銀行雷曼兄弟破產而爆發金融海嘯，今天剛

好是 10 周年-----世事滄桑！！！這場金融風暴使回軟中的油價出現山崩川決情況。金價雖然曾作暫時回

落，但卻因反恐戰及避險情者成為金避難所。事實證明，油價與金價都有著息息相關，不可分割走勢。 

 
2011 年紐約恐襲的元凶被海豹小組擊斃，美帝替 9/11 遇難者報仇雪恨，終於伸張正義，討回一個

公道，也結束了長達 10 年之反恐鬥爭。金價失避險功能，因而回落。 
(待續) 

金價有可能打造上升三角式，但保力加通道開始收窄，隨機指數及保加加通道出了預備沽貨訊號。動力

減弱無方向感。必需等確訊號出才入市，這樣才可降低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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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5 

Previous Day 上日利潤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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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21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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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五) -20 13 (一) -20 23 (四) -20 3 (一) +20 13 (四)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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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115.5 HK90,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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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五)Fri 17:00 ☆☆☆ EU 歐盟 Trade Balance 貿易平衡 +225M +230M 

14/9 (五)Fri 20:30 ☆☆☆ US 美國 Retail Sales 零售銷售 +0.5% +0.5% 

14/9 (五)Fri 20:30 ☆☆ US 美國 Import & Export 出入口價格 0.0% 0.0% 

14/9 (五)Fri 22:00 ☆☆ US 美國 Business Inventories 商業庫存 +0.1% +0.1% 

14/9 (五)Fri 22:00 ☆☆☆ US 美國 Michigan U Index 密芝根大學指數 96.2 96.3 

即市新聞摘要 News Headlines 
美國總統特朗普今天表示，美國並無一定要和中國簽署貿易協定的壓力。白宮經濟顧問日前公布，特朗普政府已邀

中國官員重新展開貿易談判。特朗普今天在 Twitter 中表示，美國並無一定要和中國簽署協定的壓力，又指中國才有

這種壓力。他稱，美國的市場蓬勃，中國的市場則在崩潰中。 

 

原 4 級颶風「弗洛倫斯」周三減弱為 2 級颶風，但美國官員昨日警告颶風仍很危險，「可殺死很多人」。德國太空人

蓋斯特從國際太空站拍下被形容為「怪獸」風暴的「弗洛倫斯」的照片，指「一場噩夢正逼近」美國東岸。「弗洛

倫斯」預料當地時間周五下午（香港時間明天凌晨）在南卡州至北卡州一帶登陸，為廣泛地區帶來狂風暴雨和風暴

潮，估計有多達一千萬人居住在受影響地區。 

 
土耳其貨幣里拉近月備受下跌壓力，今年以來已大幅貶值逾 40%，為了捍衛里拉，土耳其央行昨日將一周回購利率

大幅上調，由 17.75 厘加至 24 厘，遠遠高於市場預期增加至 21 厘。這次加息幅度是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上任 15 年以來最多。 

 

金管局總裁陳德霖回顧金融海嘯十周年時表示，每次造成金融危機的成因都萬變不離其宗，就是過度槓桿。然而，

近十年不論先進經濟體或新興經濟體，其總債務佔 GDP 水平均在上升，尤其新興市場的企業債務急升，在全球經濟

下行風險增加、強美元及利率趨升下，一旦市場出現波動，資金鏈斷裂，便容易引發信貸風險。 

 
歐洲央行昨晚公布議息結果，維持三大利率和購債規模不變，符合市場預期，並預計至少會維持當前利率水平到明

年夏天，每月 300 億歐羅的資產購買規模將持續至本月底，並預期將在 12 月結束資產購買計畫。另外，英國央行亦

公布議息結果，維持息率在 0.75%不變，同時維持資產購買規模在 4350 億英鎊不變，均符合市場預期。歐洲央行維

持利率不變，主要再融資利率在 0%不變、存款利率在負 0.4 厘不變、邊際貸款利率為 0.25 厘亦不變。歐洲央行亦下

調歐羅區今明兩年的經濟增長預測，分別由 2.1%、1.9%下調至 2%、1.8%。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回應指，調低預測

主要由於外部需求減弱。 

 

美國上星期新申領失業救濟人數出乎意料跌至 20.4 萬人，按星期減少 1000 人，創近 49 年新低。市場原先估計升至

21 萬人。4 星期平均值跌至 20.8 萬人，按星期減少 2000 人，亦是近 49 年來最低。截至 9 月 1 日止，該星期持續申領

失業救濟人數 169.6 萬人，按星期減少 1.5 萬人，是近 45 年來最低。 

 
美國 8 月消費物價指數(CPI)按年升 2.7%，低於 7 月的 2.9%，上月 CPI 按月升 0.2%，按年及按月升幅均低於市場預

期。醫療及服飾成本下跌，抵銷汽油及租金上升的影響。撇除食品及能源，8 月核心 CPI 按年升幅放緩至 2.2%，市

場預測維持 7 月的 2.4%。核心 CPI 按月升幅亦減慢至 0.1%，低於預期。 

 

 

恒指 ：27229.12    +215.83                    上證綜指： 2,680.11   -6.49                 道指 ：26,145.99  +14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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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day is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Financial Tsunami, let’s review the impact of petroleum in the past half a   
century. 

 
The petroleum crisis in 1973 prompted the development of North Sea oil. This is the second largest oil field 

in the world just after Middle East. The large amount of production controlled the oil prices and made it went 
down in the 1980s. World economy was blooming also, when the stock market goes up, according to basic 
theory, gold market will go down. 

 
The dot com trend in 1990s further pushed up the stocks and made the gold price weaker. Large production 

of North Sea Oil also made petroleum went down. However, the production proved to reach the climax on 31th 
December 1999, and it would shrink for 2% each year. This led to the bull market of oil and gold for a decade. 

 
Oil price went up in 2000 and gold up in 2001 because of the 9/11 terror attack. This led to anti-terror war 

of the whole decade. The nuclear crisis of North Korea and Iran also pushed up the gold and oil prices. Oil 
reached the height of $147 in July 2008 and Financial Tsunami in Sep 2008. In 2011, The SEAL squad killed 
Bid Laden and thus ended the decade of terror and bull market of gold. 

 (……to be continued) 
       The gold price is likely to form an ascending triangle; the Bollinger Bands are getting narrower. Stochastic 

Solow and Bollinger Bands get ready to sell, Momentum is quite weak, market is directionless, better wait for 

signal of confirmation so as to lower the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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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troleum long term chart (log scale) 

石油長期走勢圖 (對數比例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