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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場 動 態                             石油石油石油石油、、、、美匯美匯美匯美匯、、、、黃金黃金黃金黃金 (33)                             

 

小布殊其實對環球經濟也有一定的貢獻，也不是只會打仗而什麼經濟政策都不會做的，最可圈

可點的就是將 G20財長級會議升格為元首級峰會。 

 

以往 G7/G8會議頗受市視，也有很多國家想加入。曾有一段時期有構想要加大至 G13或 G14，

但問題是 G7 原意是要貴精不貴多，若要多人的話聯合國大會最多了。聯合國共有 193 個會員，如果每

人發言 1分鐘要 193分鐘。傳統 G7/G8也要分主題及數節去進行討論。平均每節只是 60-90分鐘，因為

除主體會議外，尚有 G8 與新興國家對話，如亞洲、非洲及金磚國家等。如果 G8 再加金磚 5 國則共有

13 國國家，90 分鐘時間即代表每人只可發言 7 分鐘，且慢….還要預留時間給主席講開場白及結論。而

且大部份主題都只有 60分鐘去討論的。因此才需要預備會議，即由財長先進行基層討論去收窄範圍。 

 

如今是 G7與 G20雙線進行，則兩全其美，首是天 G7翌日才是 G20。G7就是別豎身份他們是西

方式民主國家的集團。但 G20 成立之目的，是要討論出新的布列頓森林協議，只是講到十多年後的今天

仍徒勞無無功。很多人都認為 2008的金融海嘯是樓宇次按促成的，這肯定沒有錯。但遠因卻是美元的下

跌大浪而導至油價失控，美元大失民心；還有導火線是雷曼破產代表華爾很多壞習慣無人去修正。 

 

布殊上任後用弱美元政策去改善貿易赤字，結果攪了一個大頭佛出來。就是過弱的美元使油價

至美元出現問題而無法抵受次貸風暴。也可能是次貸危機發現得得太遲，來不及修正。從 G20 峰會成立

之目的，可以看出美元存在一定的缺點，歐洲單一貨幣也有缺點，才摧生了虛擬貨幣。結果缺點仍然存

在，G20 無法修正。無法找出新貨幣協議。直至 2019 年 3 月的今天，仍有駭客四出攻擊個人或企業電

腦，仍然勒索款項是要以比幣幣支付，顯示虛擬貨仍有存在的空間。這說明了美元及單一貨幣仍有重大

的隱憂，所以才有機會讓他們生存。而當 G20都無法改善這體制之時，也不知可靠誰去改善了！ 
(……待續) 

金價證實了在下跌 b 浪繼運行，暫時仍在第 3 層拱之水位，但偏高位置。仍可以試沽、要入貨

可以等明天才入貨。整體上目前仍在第 IV大浪之回調。 

 

要看黃 

 

                                                                    
                                 

 

 
 

 

Daily Trading :                                                            Profit At  獲利           Stop Loss 止蝕        

每日一單：                                 1297.00                     1285.00                   1301.00 
                         

Hedging: (Buy & sell simultaneously)  1297.50                     1309.50                   1293.50 

對  沖 單：(同時買入及沽出)                   1297.00                     1285.00                   1301.00 
                         

 

Нефть, доллар США и золото 
год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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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ll at sight 現水位沽貨 Continue to hold 
previous short positon 
 

 

繼續持有先前沽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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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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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             港金息口
港金息口港金息口

港金息口       Interest of HK Tael Gold                     2019年3月 
1 (五)  11 (一) 0 21 (四) 0 1 (五) +20 11 (一) 0 21 (四)  

2 (六) ／ 12 (二) +20 22 (五) +20 2 (六)    ／ 12 (二)  22 (五)  

3 (日) ／ 13 (三) +20 23 (六) ／ 3 (日)    ／ 13 (三)  23 (六)  ／ 

4 (一) +20 14 (四) 0 24 (日) ／ 4 (一) 0 14 (四)  24 (日) ／ 

5 (二) +20 15 (五) +20 25 (一) 0 5 (二) 0 15 (五)  25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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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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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五) +20 18 (一) 0 28 (四) +20 8 (五) 0 18 (一)  28 (四)  

9 (六) ／ 19 (二) +20    9 (六)  ／ 19 (二)  29 (五)  

10 (日) ／ 20 (三) +20    10 (日) ／ 20 (三)  30 (六)  ／ 

               31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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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US$42 HK32,760 2011 +US$629.90 HK 491,322 2019 +US45 HK35,100 

2018 +US229.5 HK179,010 2010 +US$169.90 HK 132,522 2018 +US232.5 HK181,350 

2017 +US$264.5 HK 206,310 2009 +US$428.00 HK 333,840 2017 +US$277.5 HK222,690 

2016 +US$340.00 HK 268,320 2008 +US$386.00 HK 301,800 2016 +US$273 HK 206,700 

2015 +US$51.00 HK 39,780 2007 +US$266.40 HK 207,792 2015 +US$413 HK 322,140 

2014 +US$83.00 HK 64,740 2006 +US$189.00 HK 147,420 2014 +US$233 HK 181,740 

2013 +US$189.60 HK 147,888 2005 +US$298.50 HK 232,830 2013 +US$410 HK 319,800 

2012 +US$111.90 HK 87,282       

 

Annual Profit of past years  投資策略往績          (利潤不包手續費pro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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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二)Tu 17:30 ☆ UK英國 Trade Balance 
貿易平衡 -121.02 B -121.05 B 

12/3 (二)Tu 18:00 ☆☆ US美國 NFIB Index NFIB 中小企指數 101.2 102.5 

12/3 (二)Tu 20:30 ☆☆☆ US美國 Consumer Price Index 
消費者物價指數 +0.0% +0.2% 

即市新聞摘要 News Headlines 
美國據報警告德國，如果允許中國電訊設備商華為參與 5G 網絡建設，將切斷與德國分享情報。《華爾

街日報》報道，美國駐德國大使日前致函德國經濟部長，認為華為可能會被北京政府迫使支持中國安全

機構，美方檢查華為生產的零件後顯示，不能保證華為的設備並無任何安全性漏洞，因此，美方警告

說，如果柏林允許華為參與 5G 網絡建設，美國將無法與德國安全部門維持相同的合作水準。報道指

出，今次是美國首次明確警告盟國，如果不封殺華為，美國可能減少安全合作。 

 

中美第七輪貿易談判上月在華盛頓結束後，雙方未有達成協議。美國白官發言人桑德斯表示，仍然同中

國進行貿易談判，未有兩國元首峰會的確實日期。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務院副總理、中美全面經濟對

話中方牽頭人劉鶴，週二（12日）早上 7時應約與美國貿易代表萊蒂澤、財政部長姆紐欽通話，雙方就

文本關鍵問題進行具體磋商，並確定了下一步工作安排。 

 

英國首相文翠珊表示，已經就脫歐協議中爭議較大，涉及北愛爾蘭邊境問題的後備方案，成功向歐盟爭

取作出具法律約束力的修訂，呼籲國會支持協議通過。文翠珊到法國斯特拉斯堡，和歐盟官員磋商脫歐

協議。她會後和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一同見記者，表示議員清晰表明，要就協議中的後備方案，作法律

上的修訂，現時建議獲歐盟接納，大家是時候走在一起，支持改良後的脫歐協議，實現英國民眾的意

願。英國國會下議院將在當地星期二，再就脫歐協議進行表決，容克說，修訂後的協議已經是最好選

擇，警告一旦被否決，不會再同英國有新的談判。 

 

英倫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哈斯克爾表示，受英國脫歐不確定性影響，未來幾年英國企業投資可能會

持續疲弱，對英國財政大臣所說的脫歐協議「紅利」提出質疑。哈斯克爾表示，英國 3 月 29日正式脫歐

後生效的過渡期或會長過預期。計劃的過渡期為 21個月。他指，長期來看，企業仍需瞭解英國將與歐盟

達成關稅聯盟協定，還是達成自由貿易協定，以判斷與歐盟之間的新貿易壁壘會有幾高。哈斯克爾指，

更長期的問題是，在不確定性解決之後投資會否反彈，將視乎貿易協定而定。他指，自 2016年 6月英國

公投決定脫歐以來，英國企業投資放緩近 7 成與脫歐不確定性有關，估計至少在未來幾年，都可能出現

投資偏低的情況。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波頓今 天表示，美國政府「非常樂觀」認為英法兩國將加入總 統川普在敘利亞留駐

的剩餘部隊。 

 

油價上升逾 1%，沙烏地阿拉伯能源部長表示，石油輸出國組織主導的減產行動不太可能在 6 月會議前

結束。另外，有沙特官員表示，計劃在下月將原油出口削減至每日 700 萬桶以下。油組將分別在 4 月中

及 6月底舉行會議，討論供應政策。 

 

根據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月度消費者預期調查，美國家庭 2月份將通膨預期下調至 18個月以來的最低水

準。週一公佈的結果顯示，受訪者對 3年後通膨率的預期中值為 2.8%，低於上個月調查所得的 3%。 

恒指 ：28,907.16    +401.86                 上證綜指： 3066.23  +19.20                   道指 ：25,650.88   +200.64 

Hang Seng Index (10:00am)                   Shanghai Composite (10:00am)               Dow Jones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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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roleum, USD & Gold (33) 
                        

George Bush Junior did have some remarkable contribution in economy, that is the upgrade of G20 minstrel 
meeting to summit. 

 
The G7/G8 was so successful that a lot of countries wished to join it, even once planned to increase to G13 or G14. 

But the point is concentration. When you want more countries you can go to the United Nations. There are 193 members 
in the UN, when each one gives a speech of 1 minute it will take 193 minutes. Every time the G8 meeting will be divided 
into several sections and each 60-90 minutes. But G8 needed to have discussion on their own, as well as with African, 
Asian or BRICS countries. When G8 having a meeting with BRICS, that is 13 members, in 90 minutes each one can only 
speak for 7 minutes, but still need to reserve time for the chairman to give introduction and conclusion. Therefore now, 
G7 and G20 go together simultaneously, that is the first day G7 and second day G20. 

 
The establishment of G20 was to form a new Bretten Woods System but failed, its shown there are a lot of 

weakness in the Dollar and European Single Currency and that’s what Cryptocurrencies had room to exist. 

 
The gold price is now near the top of 3

rd
 level, it proved the “wave b” of downward is running, so today 

still have sell one day more before buying back.  

是日阻力位 Daily resistance 1305 - 1310        是日支持位  Daily support 1277 - 1282 

 

Нефть, доллар США и золото 
года 

 

The Excalibur 
                  The most powerful sword under Heaven 

 
The 5G technology will change the daily life of modern citizens 
even greater than the introduction of internet. Our next topic on 
Monday will go inside this. The War on 5G will replace 
petroleum war, nuclear war and … It will be as mighty as THE 
EXCALIBUR. 
 

Faster than any pen can describe (說時遲、那時快), the first 

“5G+AI” technology was given birth in Shenzhen yesterday for 
“Nonsensible metro”. Passengers can just walk into the metro by 
facial detection to take the train without doing anything and walk 
out freely.   
 
More unexpected things will occur in the next 20-30 years 

because of 5G….. in case of economy, politics, military…… 

倚天一出、誰與爭鋒！ 
         未來 20-30 年的世界將會由 5G 技術掌控，5G 大戰將取代石油之戰、核武危機….。這將是自互聯網後另一

種改變現代人生活式的技術。說時遲、那時快！深圳福田昨天推出“5G+AI”靠面容識別無感搭地鐵。附圖是藩邦

的王者之劍，將會與中國的倚天劍爭奪“天下第一劍” 寶座。5G 技術將使未來世代的經濟、政治及軍事出重大變

化；明日的財、經、政局將如何轉變？請密切留意下周本刊推的 5G 新專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