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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場 動 態                 紐  約  與  芝  加  哥 (21)        
   

    由於紐約在金融區置放了衝鋒牛，於是凡有意成為金融中心的大小城市都增設不同形式的衝鋒牛以示意他們
的意慾是要與紐約同步，甚或有超越的目標；這使很多人忽略了熊市的意思。只要稍為留意一下，近年熊市終結

之時，有兩個很經典的形態被人錯過了，分別出現在石油及黃金市場。溫故而知新，如果沒有熊市又何來牛市？ 
 

  且看長達 43年之石油危機終結於 2016年之時是如何的？再看 2018年底石油止跌回之時又是如何的？都同時

出現了頭肩底形態。再看 2015 年底黃金熊市千金散盡還復來之時是如何的？是以敏感三角形結束跌勢；2018 年

黃金熊市則是以拱橋形態結束的；是 1987年後首次重現複式拱橋。其實是長、中、短線都有不同的態及因素。 
 

        石油危機的結束，不只是一浪，而是一個循環。頁岩油的研發始 70 年代，而是 2010 年代宣布成功。而成功

的日子也不是像奧運衝線的一剎那樣爆出來。還記得當時情況嗎！是十分之戲劇化的。2012 年頁岩宣布研發成

功，當時油價是 110美元之上，但頁岩油成本要 120美元，作用不大呀。本來估計要到 2035年，美國石油產量才

可以超越沙特。怎料捷報頻傳，日子由 2035 推前至 2030….2018…2016…2015…。那批專家的而且確是天才，除

了將產量大幅增加外，成本也在短時間內大幅降低。120、110、100、90、80、70、60、50、40、30、情況有如造

馬及打假波一樣。而在這急跌當中，本刊推出長達兩個月的專題，明碼實價指油價將於 22-28 元見底，結果就這

樣結束了中東油王操控全經濟近半個世紀的局面；油王的工作和娛樂都是數鈔票的日子終於要劃上句號了。 
 

       若然美帝的石油產量在 2015超越沙成成為世界之冠，炒家是不等到 2015才出招的。且看 2014年 1月油價開

始皇恩大赦。有了這懸崖式下挫，頭肩底才是最準的(請參閱附錄)，也不用擔心有陷阱的出現。頭肩底形成左肩

之時，是油價下跌時所破的關卡太多了，每破了 10 元就有溫馨提示說經已嚴重超賣，慎防反彈。但底價在哪裡？

當時即使到了也不知，是在 2 月 11 日的 26.06 美元。及後傳出這批天才理應得到更高待遇及獎金，而又將成本再

推高。因為美帝產量雖然是冠軍，但仍未能自給自足，仍要靠中東入口，直至 2018 年底才宣布美帝成為石油出口

國家了，即有餘有剩。油組借機減產，那就再來另一個頭肩底，油價不跌反升。油王末日尚未到來！  
 (……待續)               

貿易談判前景不太明朗，若然破裂美股及滬、深、港股都會大跌；可能又來一次小股災。展望仍只屬五五波，因此在

長周末最好減磅或鎖倉，免招無謂損失。如今北韓及伊核危機都被打入冷宮。金價未能突破 Upper Band 1。今晚公布的貿易

赤字預期繼續拓闊，所以特朗普才要用鐵腕政策。若然談判破裂，聯儲可能押後減息；留意美匯本年都在完整上升軌道。 

 

要看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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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ly Trading :                                                            Profit At  獲利           Stop Loss 止蝕         

每日一單：                                 1280.00                     1292.00                   1276.00 
                         

Hedging: (Buy & sell simultaneously)  1280.00                     1292.00                   1276.00 

對  沖 單：(同時買入及沽出)                   1279.50                     1267.50                   128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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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７２ 

 
Previous Day上日利潤 －８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９８ 

 

http://www.3180888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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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             港金息口       Interest of HK Tael Gold                     2019年5月 
1 (一) -20 11 (四) 0 21 (日) ／ 1 (三) +20 11 (六)  ／ 21 (二)  

2 (二)   -20 12 (五)  +20 22 (一) -20 2 (四) +20 12 (日) ／ 22 (三)  

3 (三) 0 13 (六)  ／ 23 (二)   -20 3 (五) 0 13 (一)  23 (四)  

4 (四) -20 14 (日) ／ 24 (三) -20 4 (六)  ／ 14 (二)  24 (五)  

5 (五) -20 15 (一) 0 25 (四)   -20 5 (日) ／ 15 (三)  25 (六)  ／ 

6 (六)  ／ 16 (二)    0 26 (五)   -20 6 (一) -40 16 (四)  26 (日) ／ 

7 (日) ／ 17 (三)  0 27 (六)  ／ 7 (二) -40 17 (五)  27 (一)  

8 (一) +20 18 (四) -20 28 (日) ／ 8 (三) -40 18 (六)  ／ 28 (二)  

9 (二)   0 19 (五) 0 29 (一) +20 9 (四)  19 (日) ／ 29 (三)  

10 (三) 0 20 (六) ／ 30 (二) +20 10 (五)  20 (一)  30 (四)  

               31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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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HK56,160 2011 +US$629.90 HK 491,322 2019  +US98 HK76,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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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四)Th 20:30 ☆☆☆☆☆ US美國 International Trade 國際貿易 -4940 B -5140 B 

9/5 (四)Th 20:30 ☆☆☆ US美國 Producer Price Index 生產者物會指數 +0.6% +0.2% 

9/5 (四)Th 20:30 ☆☆☆☆ US美國 Initial Claims 初領救濟金人數 230K 220K 

9/5 (四)Th 20:30 ☆☆☆☆ US美國 Continuous Claims 續領救濟金人數 1,671K 1,623K 

9/5 (四)Th 22:00 ☆☆☆ US美國 Wholesale Inventory 批發庫存 +0.3% +0.3% 

9/5 (四)Th 22:00 ☆☆☆ US美國 Wholesale Sales 批發銷售 +0.2% +0.5% 

9/5 (四)Th 22:30 ☆☆ US美國 EIA Natural Gas EIA天然氣 +123B +175B 

即市新聞摘要 News Headlines 
中美將於美國時間周四至周五，在華盛頓舉行第 11 輪貿易談判。總統特朗普此前威脅調高對中國貨實施的關稅，

令談判形勢急轉直下。中方雖然仍派副總理劉鶴率團磋商，但他今次欠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特使」的頭銜，

外媒指反映雙方達成重要協議的機會不大。中方先遣團已到美國，今次的談判重點是協議必須納入中國修改法律

的清單。特朗普周三再發文指北京反口。 

 

美國總統特朗普認為，中國經貿官員到華盛頓，是要在新一輪談判中，達成協議。他在社交網絡貼文，指出中國

官員錯誤地認為拖延或企圖重新談判，是將來可以同拜登或軟弱的民主黨總統談判，往後多年繼續剝削美國。特

朗普強調，不可能會發生，又表示，中國副總理正在前往美國，達成貿易協議，但他非常樂意由於加徵關稅，每

年獲得超過 1千億美元稅收，對美國是好事，但對中國並不是。 

 

北韓官員說，近日進行的「火力打擊訓練」，屬於北韓軍隊自衛性質的「正常訓練」，外界不應說三道四。 

 

美國總統川普今天再加緊對伊朗施壓，宣布將對伊朗的礦業實施制裁，因為德黑蘭當局 稍早表示，將暫停履行在

2015年核子協議中所作部分承諾。美國退出這項協議已屆滿一年。 美國最近調派一個航空母艦打擊群和能攜帶核

武的 轟炸機到中東地區，並指控伊朗「即將」發動攻擊，使得緊張情勢升高。 伊朗今天稍早宣布，將立即停止執

行 2015年核子協 議的部分限制。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促請英國採取審慎態度，應對中國協助構建 5G 網絡。蓬佩奧到訪英國倫敦，與首相文翠珊及

外相侯俊偉會晤。蓬佩奧透露，雙方詳細討論過構建安全 5G 網絡的重要性，美國有責任確保將來傳送資料的環

境，了解美國國家安全面對的風險，確保資料在可信任的網絡內傳輸。侯俊偉回應英國暫時未有決定，強調英國

不會採取任何決定，導致削弱與緊密盟友分享情報。 

 

根據醫學期刊「刺胳針」（Lancet）刊登的研究報告，2017 年全球成人平均 飲酒量較 1990 年增加 10%，一大原

因在於中國與印度飲 酒風氣趨於盛行。 報告指出，依照目前趨勢，未來 10年全球人均飲酒 量將再增加 17%。 

 

美國財政部標售 270 億美元的 10 年期國債，投標倍數跌至 2.17 倍，低於 4 月標售時的 2.55 倍，創逾 11 年來最

低。分析認為，今個星期國債孳息率下跌，抑制投資者對新債的需求。另外，財政部周四將標售 190 億美元的 30

年期國債，完成本周的再融資計劃。 

 

香港金銀貿易場宣布推出數碼黃金，預料將成為投資新趨向。 

 

 

 
恒指 ：28437.64  -565.56                      上證綜指： 2854.71  -39.04                  道指 ：25,967.33    +2.24 

Hang Seng Index (10:00am)                   Shanghai Composite (10:00am)               Dow Jones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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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達 43年之石油危機就是這樣在 2016年初結束的 

The petroleum crisis that lasted for 43 years ended in the above pattern in early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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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York & Chicago (21) 
                        

When we want to detect the starting point of bull market, it’s better to know the end of bear 

market thoroughly.  Recently, there are two typical endings of bear market in petroleum and gold which 

are quite impressive. 

 

The petroleum crisis that lasted for nearly half a century ended in 2016, it was because of the 

successful development of shale oil. Initially, the cost was too high at $120, where petroleum prices was 

just 110, but later on the cost lowered dramatically in a short period, from 120 to 110…100… 90… 

80…70…60…50…40…30…20, this drop in form of a cliff is a confirmation to the reverse head & 

shoulder as in the above chart. It is a genuine pattern and not a trap. 
                                                     (…..to be continued) 

 

The outlook for Sino-US trade talk is not so clear. The chance of success is just 50 to 50. When it 

is broken, there will be a slump in the stock market of New York, Shanghai, Shenzhen and Hong Kong. 

Now even the North Korean and Iranian nuclear crisis could not have any significant effect. Gold price 

just touched the Upper Band 1 line and retreated. The trade deficit of tonight is expected to broaden 

even after so many things done. That’s why Donald Trump is use the iron hand to face it. When no 

compromise can be making, the Federal Reserve might postpone the date of rate decreasing. Actually, 

when entering into this year, the USD is in an integral uptrend. 

    Нью-Йорк и Чикаго 

Daily resistance 是日阻力位 : 1295 -1300            Daily supporting是日支持位: 1267 - 12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