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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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美帝的貿易大戰是於本年 3 月展開，初期只是針對中國，及後卻蔓延至歐洲、日本、北美洲及其他

國家。但有關中國的方面之關稅，雖然談了半年，卻沒有進展。可是與其他國都得到一定的妥協，唯獨與

中國的談判要押至中期選舉之後。顯示雙方對此選舉都存在厚望，冀求結果會對己方之談判有利。 
 

本年 3 月貿易戰展開後，美股納斯達克率先創出新高，跟隨上升的有英國、法國、德國、加拿大、

日本及澳洲等主要西方國家；但上海與香港股市則反而回軟至今。金價則從 4 月之高位開始回落，至今仍

在低水平橫行。首先要替大局定位，才可知去向如何。去年初當美股已升了 7 年，大家都在猶疑第 8 年如

何之時，本刊已用 15 天連載專題展示該第 8 年的美股去向是"海闊凭漁躍、天空任鳥飛"！結果道瓊指數

無前例地創了 71 次新高，預測全盤應驗。但在這情況下，2018 是理應調整一下吧，否則如何消化？ 
 

去年底本刊 1 天專題預期本年股走勢是───再與天比高。不怕調整嗎？1 月美股再創連環新高，2

月因加息陰影急回。又因貿赤拓大，市場預期有貿易戰而炒反市，大幅反彈。3 月美帝特朗普簽備忘錄對

中國徵收關稅。為何美股不跌反升？因為備忘錄的理據不是要改善史無前例的 5,000 億貿赤，這是罵戰時

沉不住氣才爆出來的；官方理由是要懲罰中國偷竊美國知識產權和商業秘密。但卻可解釋為這是重點出

擊；所以納斯達克指數應聲創出新高。而且是經過了 2 月的大幅調整，這回升勢可謂之穩固。但到了 5

月，中美雙方發表聯合聲明要尋求和解，黃金失卻避險功能，應聲跌破橫行區，徐緩向下。 
 

金價是先在 4 月在橫行徘徊至底部 5 月才破位；股市是經過健康調整而標普 500 在 8 月創出美股歷

來最長的牛市，真真正正的繼"海闊凭漁躍、天空任鳥飛"後，來一個"再與天比高"，金價也在 8 月觸底橫

行。留意標普是政府及智庫機構用來衡量美國經濟的標準，用以制訂財經政策。地位頗為崇高。 
(待續) 

上周五公布的美國貿易赤字為 532 億，比去年 12 月的 531 億還要高。打了半年的貿易戰，在初期還未

正式徵稅前已收窄了數個月的貿赤，如今又拓闊了。市場認為第 2 輪關稅勢必推出並變本加厲，美帝會將貿易

戰升級直至貿赤有明顯改善為止。至於就業報告則比較參差，雖然 9 月有超級風暴佛羅倫斯吹襲，非農業就業

人數仍有增長，但增幅略低於市場預期只有 134K。失業率創出 48 年來新低只有 3.7%；為 1969 年登陸月球計

劃以來最佳成績。估計大市會在窄波動直至中期選舉，但要意選舉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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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7.00               1209.00                 1193.00 
                         

Hedging: (Buy & sell simultaneously)  1197.00               1209.00                 1193.00               

對  沖 單：(同時買入及沽出)                   1196.50               1184.50                 12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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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Фондовый рынок и рынок золота 

繼續持有昨天買單 

 

Previous Day 上日利潤 －８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166.5 

Previous Day 上日利潤 －４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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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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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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121.5 HK94,700 2011 +US$629.90 HK 491,322 2018 +US166.5 HK129,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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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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市新聞摘要 News Headlines 
人民銀行暫停公開市場操作，今日淨回籠 1000 億元人民幣。中美貿易戰雲密佈之際，中國再推出救市措

施。人民銀行公佈，本月 15 日起下調大型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非縣域農村商業

銀行、外資銀行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 1 個百分點，當日到期的中期借貸便利（MLF）不再續做。簡單而

言，降準所釋放部分資金用於償還本月 15 日到期的約 4500 億元人幣中期借貸便利（MLF），這部分

MLF當日不再續做。除去此部分，降準還可再釋放資金約 7,500 億元人幣。 

 
美國債券市場周一因假日休市，周二拍賣開始，財政部將發行 1,560 億美元國庫券，期限從四周至一年

不等。周三將標售 360 億美元的 3 年期債券，為 2010 年以來規模最大，並續發 230 億美元 10 年期債

券。周四將續發 150 億美元 30 年期債券，此輪拍賣就此告一段落。 

 

美國總統川普在上周新的北美貿易協議達成後，看來準備與中國展開長期貿易戰。中美關係交惡擴大到

貿易戰之外，美國副總統彭斯嚴詞指責中國動用「整個政府」的力量來影響美國公眾輿論，並稱中國是

共和黨選舉之敵。中國外交部回應稱彭斯的指責無中生有，敦促美國停止詆毀。另據悉，亞馬遜、蘋果

等近 30 家企業遭到中國駭客晶片的攻擊，或令中美關係雪上加霜。 

 

國基會(IMF)總裁拉加德警告，貿易戰和信貸收緊讓世界經濟前景趨於黯淡，該表態暗示國基會準備下調

對全球成長的預測。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周日抵達平壤，與包括北韓領導人在內的官員進行幾個小時的會談。外界期待其能敲

定美國總統川普和金正恩之間第 2 次峰會的細節問題。 

 

美國 9 月非農業新增職位有 13.4 萬個，少過市場預期的 18.5 萬個。上月失業率 3.7%，低過市場預期的

3.8%，創 1969 年以來新低。期內，私人市場新增職位有 12.1 萬個，少過市場預期的 18 萬個。製造業新

增職位有 1.8 萬個，多過預期的 1.2 萬個。政府部門新增職位有 1.3 萬個。上月平均時薪按月增加 0.3%，

每周平均工時為 34.5 小時，兩者都符合市場預期。 

 
美國 8 月份貿易赤字拓閣至 532 億新高，市場原先預期為 537 億，上期修訂為 500 億。 

 

美國參議院在一片爭議聲中，以兩票之差通過捲入性侵醜聞的卡瓦諾為最高法院大法官，令總統特朗普獲

得一大政治勝利。最高法院及國會外，分別有示威反對任命，逾 160 人被捕。在共和民主兩黨各有一人倒

戈下，參議院以 50 票對 48 票，通過確認 53 歲的卡瓦諾擔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瓦諾隨即宣誓就任。參

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康奈爾指投票結果是司法獨立的勝利，對卡瓦諾的無理攻擊反令共和黨更團結。參議院

民主黨領袖舒默形容是參院「歷來最悲傷時刻」，呼籲選民下月中期選舉以選票表達不滿。 

 

蘇格蘭首府愛丁堡今日有近 2 萬名民眾上街表達獨立訴求。蘇格蘭民族黨黨魁施雅晴 (Nicola Sturgeon) 早

前曾承諾，當在「脫歐條款更為明確」時提出另一項獨立公投計畫。外界原本預計，蘇格蘭民族黨將會在

下周公布相關聲明，但由於英國與布魯塞爾的脫歐談判陷入僵局，施雅晴表示，公投計劃可能延至今年稍

晚才公布。 

 

 

恒指 ：26421.34     -165.52                   上證綜指： 2749.34       -72.60              道指 ：26,447.05    -180.43 

Hang Seng Index (10:00am)                   Shanghai Composite (10:00am)               Dow Jones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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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周 重 要 數 據       Week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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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0 (一)Mo 16:30 ☆☆ EU 歐盟 Sentix Inv’t Confidence  投資者信心 +12.0 +11.8 

9/10 (二)Tu 18:00 ☆☆ US 美國 NFIB Small Business 中小企樂觀指數 108.8 109.0 

9/10 (二)Tu 20:55 ☆☆ US 美國 Redbook 紅皮書 5.7% 5.7% 

9/10 (二)Tu 21:15 ☆☆☆ US 美國 NY Fed speech 紐約聯儲主席演講 / / 

9/10 (二)Tu 22:00 ☆☆☆ US 美國 Chicago Fed  speech 芝加哥主席演講 / / 

9/10 (三)We 22:35 ☆☆☆ US 美國 NY Fed speech 紐約聯儲主席演講 / / 

10/10 (三)We 18:00 ☆☆ US 美國 Atlanta Fed speech 亞特蘭大主席演講 / / 

10/10 (三)We 19:00 ☆☆ US 美國 MBA Mortgage 抵押貸款 0.0% -0.1% 

10/10 (三)We 20:30 ☆☆☆ US 美國 Producer Price Index 生產者物價指數 -0.1% -0.0% 

10/10 (三)We 22:00 ☆☆☆ US 美國 Atlanta Inflation Expect 亞特蘭大通漲指標 2.2% 2.2%／ 

10/10 (三)We 22:00 ☆☆☆ US 美國 Wholesale Trade 批發銷售 0.6% 0.6% 

10/10 (三)We 24:15 ☆☆☆ US 美國 Chicago Fed  speech 芝加哥主席演講   

11/10 (四)Th 20:30 ☆☆☆☆ US 美國 Consumer Price Index 消費者物價指數 0.2% 0.2% 

11/10 (四)Th 20:30 ☆☆☆☆ US 美國 Jobless Claims 初領救濟金人數 207K 205K 

11/10 (四)Th 23:00 ☆☆☆ US 美國 EIA Petroleum Report 石油報告 8.0M 8.2M 

12/10 (五)Fri 20:30 ☆☆ US 美國 Import & Export 出入口價格 -0.6% 0.0% 

12/10 (五)Fri 21:30 ☆☆☆ US 美國 Chicago Fed  speech 芝加哥主席演講 / / 

12/10 (五)Fri 22:00 ☆☆☆ US 美國 Michigan U Index 密芝根大學指數 96.2 96.3 

12/10 (五)Fri 24:30 ☆☆☆ US 美國 Atlanta Fed speech 亞特蘭大主席演講 / / 

 
 

 

 

 

 

 

 

 

 

 
 
 
 
 

 
 
 

Stock Market & Bullion Market (5)  
 

         The American trade war started in March, at first it aimed at China only, but later on extended to Europe, 
Japan and North America. However the talks with China lasted for half a year and now suspended until the 
mid-term election. It shows that both parties have high hopes on the election, hoping to be benefited by it. 

 
         Since the inauguration of trade war, the NASDAQ made record high immediately in March, those markets 

that followed to soar up included UK, France, Germany, Canada, Japan and Australia, while the Shanghai and 
Hong Kong stock markets fell henceforward. The gold price started to fall in April. In 2017, the Dow Jones 
made 71 record highs in the eight year of bull market, so what would happen in 2018----Higher Than Apex as 
predicted by this bulletin. There was an adjustment in January which made way for a health fall to generate 
more upward energy of rising. 

 
        The trade war started in March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 US, talks had carried on with 

China but no compromise. In Aug, the S&P erected the longest bull market of US stocks ever, mind that S&P 
is normally observed by government entities to launch out their policies and also those think tanks will use 
S&P for research. 

  (……to be continued) 

        Last Friday, the trade deficit of August was announced as 53.2 Billion, the greatest ever, even higher than the record 

high of 53.1 Billion in Dec 2017. The trade war fought for half a year but still broadened like this, that means Donald 

Trump would carry out more serious actions in the future. As for employment report, even under the super hurricane 

Florence, the non-farm payroll still increased by 134K, but lower than expectations. While unemployment rate improved 

to 3.7%, but lowest in the past 48 years, the best since the landing of the moon in 1969. So before the mid-term election 

the market is believed to move in a narrow range, but should keep an eye on every action of the election. 

 
是日阻力位 Daily resistance 1210 – 1215        是日支持位  Daily support 1183 – 1188 

Фондовый рынок и рынок золот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