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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場 動 態                                  股股股股 市市市市 與與與與 金金金金 市市市市 (4)                             

 

2018 年金價承接去年底的升勢，在年初即打造了一個橫行平台，但若仔細劃分，當中也有升跌

的。1 月之時預期經濟向好，人民購買力增強而金股齊鳴，同步上升。加息陰影使美股於 2 月初大跌，但

黃金只是小回後再升上去。基本上金價在 1 月之低位維持至 5 月始被跌破。但道瓊斯指數形成了下降三角

形卻不能破底。原因就是中美貿易戰推高了納達克指數，使它再創新高，道指也止跌回升。 
 

當時老夫已指出，按過往慣例，美股 3 大指數只要有其中一隻新高，其餘兩隻不久便追隨再創紀錄

的。但貿易戰如何影響市場？美帝之貿易赤字是在 2017 年 12 月到達 531 億的高位，但何時公布？是

2018 年 2 月 6 日。公布後又如何？美股不跌反升，而是在急跌後的低位出現大陽燭反彈，當天道指高低

波幅達千點之多。何解？因為 11 月之時的貿赤月率首次到達 500 億，但年率在 12 月突破 5,000 億。而月

率也增加至 531 億。而列強對北韓之制裁在 1 月加劇，她對南韓已開始示友善之意，不再與美帝隔空罵

戰，市場期待美帝特朗普會採取果斷行動收窄貿赤，而焦點將在中國之高科技產品之上。 
 

所以納斯達克在急跌後迅速反彈，3 月特朗普宣布增加關稅時已再創新高了。可是上海股市與人民

幣匯率卻自年初開始下跌至今。金價是自 4 月之高位已開始徐緩向下，只不過初期仍在橫行內不太為意。

總之貿易戰越打金價越跌，美股越升。美匯也就成為了資金避難所，也是在 4 月開始上升使金下跌。8 月

美匯與美股同時到高位。 
 

貿易戰對美國有利，因為始終可收貿窄赤，附圖可見 3 月至 7 月之貿赤都在收窄中，上期(即 9 月

公布 7 月之赤字)為 501 億，這次預期會拓濶至 537 億，比 2 月 6 日公布時的 531 億更甚。打了半年的貿易

戰，將會變本加厲打下去的，但今晚個別月份的拓闊市場有何反應？留意非農也由上次的 201K 預期減至

180K呀！情況如何？諸君請拭目以待吧！ 
 (待續) 

有關橋樑形走勢基本上可以分為橋拱及吊橋。吊橋形就如青馬大橋或金門大橋，頭尾各有大陽燭及大陰燭作橋

墩，但波動範圍主要在狹窄的中間即無方向感。拱橋形就如歐洲橫跨河流的橋樑或如今的雪梨大橋，除了兩橋墩外就是

弧形或向上發展再打回原形。但若兩者發展成複式走勢之時，就要看第 2 或 3 橋墩是偏高抑偏低了。中美兩國在中期選

舉前暫停貿易談判，顯示雙方都有一定的期望，都在觀察這場大龍鳳。這可能是歷來最重要的中期選舉。萬勿錯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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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9.50               1187.50                  1203.50 
                         

Hedging: (Buy & sell simultaneously)  1200.00               1212.00                  1196.00               

對  沖 單：(同時買入及沽出)                   1199.50               1187.50                  120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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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ll at sight 現水位沽出

Фондовый рынок и рынок золота 

繼續持有昨天買單 

 

Sell cuts 4, but wins 3 

沽單吃 4，買單止 3  

利潤 profit   -1 

Previous Day 上日利潤 +3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125.5 



第 2 頁     БУЛЬЛИОН ЭКСПРЕСС                2018 年 10 月 5 日(星期五) 

 
 
 
 
 

 
 
 
 

 

2018年9月           港金息口港金息口港金息口港金息口       Interest of HK Tael Gold                     2018年10月 
1 (六) ／ 11 (二) 0 21 (五) +20 1 (一) -20 11 (四)  21 (日) ／ 

2 (日) ／ 12 (三) +20 22 (六) ／ 2 (二) 0 12 (五)  22 (一)  

3 (一) +20 13 (四) +20 23 (日) ／ 3 (三) 0 13 (六) ／ 23 (二)  

4 (二) -20 14 (五) +20 24 (一) 0 4 (四) 0 14 (日) ／ 24 (三)  

5 (三) +20 15 (六) ／ 25 (二) 0 5 (五)  15 (一)  25 (四)  

6 (四) +20 16 (日) ／ 26 (三) 0 6 (六) ／ 16 (二)  26 (五)  

7 (五) +20 17 (一) +20 27 (四) 0 7 (日) ／ 17 (三)  27 (六) ／ 

8 (六) ／ 18 (二) +20 28 (五) -20 8 (一)  18 (四)  28 (日) ／ 

9 (日) ／ 19 (三) +20 29 (六) ／ 9 (二)  19 (五)  29 (一)  

10 (一) +20 20 (四) +20 30 (日) ／ 10 (三)  20 (六) ／ 30 (二)  

               31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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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125.5 HK97,890 2011 +US$629.90 HK 491,322 2018 +US170.5 HK132,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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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 (五)Fri 20:30 ☆☆☆☆☆ US 美國 Non-farm Payroll 非農業就業人數 +201K +185K 

5/10 (五)Fri 20:30 ☆☆☆☆☆ US 美國 Unemployment Rate 失 業 率 3.9% 3.8% 

5/10 (五)Fri 20:30 ☆☆☆ US 美國 Manufacturing Payroll 製造業就業人數 -3K +13K 

5/10 (五)Fri 20:30 ☆☆☆☆☆ US 美國 International Trade 採購經理綜合指數 -501B -530B 

即市新聞摘要 News Headlines 
美國副總統彭斯美國時間周四 2300HKT 發表演講，在政治、軍事、經貿、台灣等多個領域嚴詞批評中國。他指控中方企圖干

預美國中期選舉、削弱特朗普的管治，直言「中國想要另一位美國總統」。彭斯還批評中國試圖影響美國大學的學術自由及媒

體言論自由，滲透手法比俄羅斯還厲害。北京學者對本報表示，美國有意全方位遏制中國，若情況持續下去，可能演變成中美

全面對抗。在中美關係惡化之際，彭斯周四在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發表白宮的中國政策。白宮資深官員此前舉辦了背景簡

報會，並向傳媒發放演說摘錄。據外電報道，彭斯指控中方企圖干預美國國內政策及政治，情報部門指出，美國州及地方的政

府已成為中國的目標，企圖在政策上導致聯邦與地方出現分裂。 

 

白宮國家安全顧問表示，中國對美國的網絡攻擊證明川普政府強調本國網絡攻擊能力是對的。彭博新聞社此前報道稱，中國使

用其間諜製造的微晶片攻擊美國計算機網絡。該報道顯示了中國網絡入侵美國公司和政府的風險。 

 

美國參議院當地時間周三以壓倒性多數通過一項被認為是與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直接抗衡、共 600 億美元的國際發展投資法

案，為法案得到總統簽字並成為法律鋪平了道路。幫助全球貧困地區興建基礎設施和發展經濟。 

 

美國司法部今天起 訴俄羅斯軍事情報局（GRU）7 名特務人員，美國與西方盟友將一連串重大駭客陰謀歸咎於莫斯科，這次起

訴行 動是他們聯合打擊網攻陰謀的一環。  

 

德國總理默克爾與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在耶路撒冷舉行會談。她在之後的聯合記者會上說，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不斷擴

建猶太人殖民區，會使「兩國方案」難以實現，她將就以巴和平進程問題，與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溝通。 

 

俄羅斯副外長雷亞布可夫認為，美國正沿危險路徑前行，刻意挑起與擁核國家的敵對。他否認西方指控俄羅斯涉及網絡攻擊，

並促請美國的歐洲盟友亦應再三考慮現時形勢。俄羅斯外交部早前已經否認指控，又聲稱反映西方以為俄羅斯網絡間諜無所不

能，是患上妄想症。 

 

外電指沙特阿拉伯及俄羅斯秘密達成增加原油產量到 12月的協議，加上美國原油庫存上周急增，布蘭特期油周四曾跌 0.61%，

每桶低見 85.76 元，世界油價今天由將近 4 年來的 高點滑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 2019 年 12 月到期、行使價 100 美元的紐約期

油認購期權倉位上周大增 30%，達破紀錄的 3.1 萬份遠多於同月其他行使價。美國頁岩油因油田服務、運輸及融資成本上漲，

產量增長放緩及與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生產的原油不同，技術較差的煉油廠未必適用。 

 

隨着全球車廠紛紛投資電動車，外電估計，明年全球市場上的混燃及電動車將增加 20%，之後三年持續增加。與此同時，部分

美、日資車廠更積極合資拓展無人駕駛技術。 

 

美國勞工部公布，美國上星期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有 20.7 萬人，按星期減少 8000 人，減幅多過市場預期的 2000 人。四星期

平均人數 20.7 萬人，按星期增加 500 人。上星期持續申領失業救濟人數有 165 萬人，按星期減少 1.3 萬人，市場原先估計增加

2000 人。 

 

美國商務部公布，美國 8 月工廠訂單增加 2.3%，升幅高過市場預期的 2.1%，創 11 個月以來最大升幅，主要受到飛機需求上升

帶動。7 月工廠訂單被向上修訂至下跌 0.5%，較前值下跌 0.8%有所改善。數據又顯示，美國 8 月耐用品訂單確認為按月增加

4.4%，前值為增加 4.5%。 

 
 

恒指 ：26444.48     -180.87                   上證綜指： /                                            道指 ：26,627.48  -200.91 

Hang Seng Index (10:00am)                   Shanghai Composite (10:00am)               Dow Jones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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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農業就業人數上期為 201K，本期預測最高為 195K、最低為 150K，加權平均值為 180K。 

貿易赤字上期為 -50.1B，本期預測最高為 -54.0B、最低為 -47.6B，加權平均值為 -53.7B。 
 

 

 

 

 

 

 

 

 

 
 
 
 
 

 
 
 

Stock Market & Bullion Market (4)  
 
         The gold price in 2018 at first formed a horizontal platform, but still having ups and downs inside it. In January, both 

stock and gold market rose and purchasing power of general public was expected strong. Rate increasing expectation 
made a great fall in stock market in Feb, but the lowest point of gold price was stable, and breakthrough downward only 
occurred in May. The NASDAQ made record high because of the Sino-US trade War, S&P and Dow followed. 

 
          In November 2017, the US trade deficit reached 50.0B, a record high in monthly rate, and December 2017 further 

expanded to 53.1B in monthly rate, while yearly rate over 500B, thus market expected the trade war will start very soon. 
The December figured was announced on 6th February 2018. At that time, the Dow already fell greatly because of 
expecting rate increasing but rebounded sharply on that day. North Korea shown good relationship with South Korea for 
the sanction was too heavy they could not bear. Market expected trade war would hurt the technology product of China 
and thus US technology product would be benefited.  Gold price started to fall on April; it would not catch attention for at 
first it was still moving inside the platform. 

 
          Lo & Behold! The trade deficit announcing tonight will be very important, for it had been narrowed from March to 

July because of trade war, last time (Sep announcing the July deficit) was 50.1B, this time expected broadened to 53.7 B 
even more than that of Feb 53.1B, mind that non-farm payroll is also expected to shrink from 201K to 180K.  

  (……to be continued) 

         For pattern of bridges, basically there are two types, the hanging bridge and arch bridge. The Tsing Ma Bridge in 

HK and Golden Gate Bridge in San Francisco are known as Hanging Bridges, this pattern is composed of two pillars at 

the beginning and end, but in the middle prices moves very slight at center point, that is directionless. For Arch Bridge 

Pattern, it means the traditional bridges in Europe or the Sydney Harbor Bridge of today, where the price would curve 

up but at length go down between two pillars. That is downward effort is stronger but both can be developed into 

complex pattern and have to watch further pillars. Mind the Trade War would stop talking until mid-term election which 

means both US and Sino are having great expectations upon it. This may be the most important Mid-Term Election. 

 

是日阻力位 Daily resistance 1215 – 1220        是日支持位  Daily support 1188 – 1193 

Фондовый рынок и рынок золот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