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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場 動 態                                  紐  約  與  芝  加  哥 (3)        
               

             說到投資市場，不能不提經濟學這名詞。但有意深入研究的投資者不會太多，反而想知它的影響

力是到哪個地步更為實際、更可易掌控投資策略。芝加哥學派以建築學及經濟學享負盛名，諾貝爾經濟

獎，近半數是由芝加哥學者奪取。諾貝爾的各類獎項，從來沒有一種獎項會被某派學者如此壟斷。但建

築學與經濟學有何關係？乃由於勞力密集而衍生出工人問題，人力資源分配再導至轉型至資本密集。且

看每年 5月及 9月之動節都源自芝加哥，人力資源之分配也就成了經濟學中的一個主要問議題。 
 

   芝加哥經濟學到底主張什麼？為何那麼出名？美國著名大學多的是，為何經濟學會冠以芝加哥大

學的名字。全球排名首 100 名大學，有 60間在美國，其餘 40 間就由聯合國 192 個國家去爭取了。這間

大學與其他名校有何不同？ 
 

   傳統濟學以 18世紀的凱恩斯經濟學最為權威，他是主張擴張經濟，以國家政策推動社會發展，這

又稱為古典經濟主義。芝加哥由於土木工程著名，也是技術工人密集的地方。顯赫工程包括了將市內的

芝加哥河之河水改向逆流。將原本流入密歇根湖的河水逆流至密西西比河以改善市內衛生情況，也可避

免河水流入死胡同大湖而無出路。這無形帶動了建事業及促進了經濟學上的人力資源分配。二戰之後，

他們更以計量濟學去證明芝加哥的經濟學才是最佳的。即列舉多項例證及統計數字，證明他們主張的自

由經濟主義是優於傳統的經濟學，因而得名為新古典主義。 
 

               政府應盡量避免插手干預市場，應讓其自我發揮，什麼時候干預才是最適宜？什麼時候不適

宜？標準何以釐訂。世界之大，他們在 1969 年選定了香港就是自由經濟的典範。結果如何？以往 10 年

港交所的首次新股上市(IPO)有 6 年超越紐約。而芝加哥經濟學的發祥地，他們的 CME 期交所成交量也

超越了紐約的 NYMEX。計量經濟學就是以實際統計數字來證明這些事實而代替漂亮的容詞。 
(……待續)               

金價回到第 3 層的複式拱橋走勢，如今仍處膠著狀態，必需先突破前高位 1314 及 1346 始有作為，以近期的速度而言

要走 3個月也是正常。因此未來數個月都可用 Lower Band 2及 Upper Band 3作上落市買賣。但短線可按隨機指數快版

入市，中線則看慢版。香港財爺開始派 4,000元了；每日做一單、好過去打工；每日做對沖、好過等財爺派錢。 

 

要看黃 

 
                                                                    

                                 

 
 

 

 

Daily Trading :                                                            Profit At  獲利           Stop Loss 止蝕         

每日一單：                                 1302.00                     1314.00                   1298.00 
                         

Hedging: (Buy & sell simultaneously)  1302.00                     1314.00                   1298.00 

對  沖 單：(同時買入及沽出)                   1301.50                     1289.50                   1305.50 
                         

 

 

 
(Buying & Selling at same time)          

 

  Нью-Йорк и Чикаг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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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Y at sight現水位入貨

o1WLB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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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essence of Daily Trading must base upon profit $12 to stop loss of $4, some take profit at going for $2 or $3, but keep on stop loss of $4. Thus is 

doomed to fail, but misled of following a strategy of doom to win. Ratio 12-4 must be kept, don’t just follow other to lose and dare not follow to win. 

Risk disclosure: Price can go up and down at any moment, trade and bear the risk according to your own capital;  

all suggestions are for reference only, final decision still lies upon investors. 

 

Previous Day上日利潤 ＋６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５２ 

 
Buy wins 6, sell cuts 4 

買單吃 6沽止 4 

利潤 profit +2 

 

http://www.3180888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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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             港金息口       Interest of HK Tael Gold                     2019年4月 
1 (五) +20 11 (一) 0 21 (四) 0 1 (一) -20 11 (四)  21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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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日)    ／ 13 (三)     0 23 (六)  ／ 3 (三) 0 13 (六)  ／ 23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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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二) 0 15 (五) 0 25 (一) 0 5 (五) -20 15 (一)  25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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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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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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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六)  ／ 19 (二)   0 29 (五)  0 9 (二)   0 19 (五)  29 (一)  

10 (日) ／ 20 (三) 0 30 (六)  ／ 10 (三)  20 (六) ／ 30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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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HK35,880 2011 +US$629.90 HK 491,322 2019  +US73 HK56,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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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三)We 16:30 ☆ UK英國 Trade Balance 貿易平衡 -13.84 B -12.85 B 

10/4 (三)We 19:45 ☆☆☆ EU 歐盟 Rate Decision 央行議息 0.00% 0.00% 

10/4 (三)We 20:30 ☆☆☆ US美國 Consumer Price Index 消費者物價指數 +0.2% +0.2% 

10/4 (三)We 22:30 ☆☆☆ US美國 EIA Inventory EIA 原油庫存 +325 M +280M 

10/4 (三)We 26:00 ☆☆☆☆☆ US美國 FOMC Minutes 聯儲會議紀錄 ／ ／ 

10/4 (三)We 26:00 ☆☆☆ US美國 Treasury Budget 財政預算 -234.0 B -250.5 B 

即市新聞摘要 News Headlines 
美國總統特朗普昨日誓言，將對價值百多億美元的歐盟商品加徵關稅，以報復歐盟補貼空中巴士公司。美國貿易

代表處（USTR）周一開出對歐盟加徵關稅的初步建議商品清單，包括大型商用飛機和零件、芝士、葡萄酒等，涉

及金額達 112億美元，惟未提加徵時間。歐盟揚言，準備針對美國補貼波音作出反擊。 

 

在歐洲訪問的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昨天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出席第 21 次中國—歐盟領導人會晤。新華社報道，會晤

後，雙方一致同意發表《第 21 次中國—歐盟領導人會晤聯合聲明》。彭博報道稱，中歐越過貿易分歧，向美國總

統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政策展示統一戰線。 

 

美國紐約爆發近 30年來最嚴重麻疹疫情，近半年已錄得 285宗病例。為防止疫情惡化，市政府宣布疫情集中的布

魯克林部份地區進入公共衛生緊急狀態，強制居民接種疫苗，違者會被罰款最高 1000美元。 

 

由全球 200 名科學家組成的研究團隊，過去逾兩年透過由各地天文望遠鏡組成的望遠鏡網絡，記錄製作黑洞圖像

的數據。團隊將於香港時間周三晚 9時，在上海、台灣等 6個城市同步直播全球新聞發布會。 

 

中美雙方上周在美國華盛頓舉行第九輪高級別經貿磋商，美國總統特朗普與率領中國談判代表團的國務院副總理

劉鶴，均認同兩國磋商取得進展並已達成新的共識，特朗普更強調美中關係發展良好，而且處於歷史高水平。不

過，白宮高級貿易官員 Clete Willems 昨天表示，歐盟領導人過去對待與中國貿易政策有關問題時，沒有表現出應

有的嚴肅態度，現時美國和歐盟正在世界貿易組織（WTO）就應對中國的非市場經濟政策上，攜手合作。另邊

廂，中歐發表聯合聲明，雙方續推動 5G產業界之間開展技術合作。 

 

美國助理司法部長德梅斯表示，波士頓擁有眾多領先的學術機構和國防承包商，是中國間諜的主要目標。涉中

國；65%涉及貿易機密的案件均涉及中國公司或中國公民。他指出，在經濟間諜活動方面，看到的很大一部分來

自中國政府。 

 

英國首相文翠珊今天與德國總理默克爾會面，爭取後者支持再度延後脫歐；同時，文翠珊的大臣在倫敦與在野工

黨舉行危機會談，試圖打破僵局。 

 

聯儲局副主席克拉里達表示，美國經濟處於或接近物價及就業目標，通脹在聯儲局 2%的目標附近。他說，基於充

分就業的評估存在不明朗，在不考慮通脹的情況下，失業率或有進一步下跌的空間。克拉里達表示，失業率下降

與通脹上升的傳統關聯明顯減弱，而最近大量工人重返勞動市場，表明閒置勞動力的數量或比 3.8%的失業率所顯

示的更多。他又說，聯儲局目前對進一步加息保持耐心，一定程度是因為通脹低迷，但他未有評論當局目前貨幣

政策立場及利率前景。 

 恒指 ：29,897.09   -258.93                     上證綜指： 3219.40  -20.43                  道指 ：26,150.58    -190.44 

Hang Seng Index (10:00am)                   Shanghai Composite (10:00am)               Dow Jones (Closing)   

 



第 4頁                      БУЛЬЛИОН ЭКСПРЕСС               2019年 4月 10日(星期三) 

                                                    本刊正被翻譯成俄羅斯文在歐洲同步發行 

 
芝加哥 CME期貨交易所之成交量，橙色部份為在交易大堂之公開叫價交易，只佔極少部

份，其餘藍色及黃色部份為電子交易，買盤來自世界各地包括紐約炒家。 

Transactions of 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 orange color show the transaction of open outcry 

in the trading lobby, while blue and yellow colors are from e-platform all over the world 

including New York. 

 

 

 
 

 

 

 

 

 

 

是日阻力位 Daily resistance 1340 – 1345                是日支持位  Daily support 1312 – 1317 

 

New York & Chicago (3) 
                        

Chicago scholars are famous for Economics, as for Nobel Prize of Economics, nearly half of the winners are from 

Chicago scholars, no other Nobel Prize would be dominated by any single school like this. This school means the 

foundation of theory and not the college. 

 

Traditional Economic theory comes from Keynesianism of the 18
th
 century, or it is classified as Macro 

Economics. The base is that government should launch out a lot of projects to bloom the economy and thus can make it 

as prosperous as can be. While Chicago school uses Econometrics to prove their theory. That is they listed out a lot of 

facts and figures in comparison, showing that government should have least interference with the economy of society 

and thus can make it run forward and forward. It is known as Neo-classical Economics. 

 

The essence lies on where can we fix the actual standard? What is meant by least interference, under what 

circumstances should a government involve in economic actions and what circumstances should not involve?  In 1969, 

Chicago scholars fixed a live standard, that is Hong Kong. At length it is proved in the past 10 years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overwhelmed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6 times in IPO. Also in Chicago, the CME overwhelmed NYMEX 

in volume and number of products.  

                                                     (…..to be continued) 

Gold is moving in the 3
rd

 level of Complex Arch Bridge Pattern, It must have a breakthrough of the previous high 

of 1314 and 1346, but for the recent pace it may have to take 3 months or more. So just observe the movement between 

Lower Band 2 and Upper Band 3. For short term purpose can use Stochastic Fast and medium term Stochastic Slow.  

是日阻力位 Daily resistance 1315 - 1320        是日支持位  Daily support 1288 - 1293 

 

    Нью-Йорк и Чикаг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