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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場 動 態                   長而緩慢之復蘇 (10)        
   

      G7／G20 只是一個論壇，不像歐盟有總部和常任理事長，只是由各國元首擔任輪任主席，為期一年。

那麼要看他們成立之檔案，及首屆會議講了什麼去哪裡看───加拿大多倫多大學三一學院的蒙克國際研究

中心。這是他們公共服務，沒有人委任他們去做的。就如英國的金融時報替倫敦股市製訂指數，美國也有獨

棧機構製訂標準普爾指數，都是自動獻身的。G20首屆的聯合聲明如下： 

      http://www.g20.utoronto.ca/2008/2008declaration1115.html 
 

   既然 G20 無法製訂新的布列頓森林協議，他們用什方去救市及防止再爆發金融風暴？成效如何？救市

度算是快或慢？但好像沒有聽過有人埋怨 G20救市速度緩慢，只會埋怨奧巴馬或他們自己 政府救市緩慢。西

方國家有政黨和強力的在野反對黨，他們指美國是經濟強國，要用 6 時時間復元太慢了，應該在兩、三年內

完成任務才是。但 G20 基本上無人反對他們開會，金融海嘯後全球經濟低迷，各方都寄予一定的希望。就是

如果自己政表現未如理想，也希望 G20有些衝擊。 
 

           最主要原因這個論壇是沒有法律約束力，也沒有統一標準，只求共識。聯合聲明中指出各金融機構的

會計制度需要加強透明度，政府也要強監管。但也不可能列出細節如要那些公司多久才匯報一次賬目。一

周、兩周、三周……一月、兩月、三月……又應派多少人去查賬……3、5、7 人。又應分多少隊人或多少梯

次出動等。各國實情不同，標準不同，也無法統一。即使他自己認為已很嚴緊，其他國家也可能覺得他們太

鬆散。至加強風險控制更不可能全部相同，如超過某個銀碼的交易屬高風更因各國環境及實力不盡相同。紐

約及芝加哥覺得細小的銀碼，可能其他地方是天文數字來的。先進國家人民生活裕，要拿 10%出來易如反

掌，而生活困的地方要拿 1%也十分艱難。 
 

      那 G20 可做什麼？相互監察及施壓。如上周澳洲央行展開另一個減息周期後，各國央行都抺兵勵馬，準

備行動了，知道這期待已久的時晨終到來了。又或如要干預市場匯率時就更緊密合作入市。 
（……待續）   

        以本年 2 月 20 日為頂的頭雙肩早已證實了是陷阱，開始之時還要觀察，到確認後就要反過來炒作。如今已升越昔

日頭頂，又進入另一大型上落市。這回最高位是 1248，比 2 月 20 日的 1246 只高兩元，未能當作破位標準，這情況最

少也要十元八才算破位吧，暫時當作雙頂看待。高沽低買。這些敏感時刻真的很難定去向。每日做一單、好過去打

工。每日做對沖，好過等爺派錢。 

 

要看黃 

 
                                                                    

                                 

 
 

！ 

Daily Trading :                                                            Profit At  獲利           Stop Loss 止蝕         

每日一單：                                 1331.00                     1319.00                   1335.00 
                         

Hedging: (Buy & sell simultaneously)  1331.50                     1343.50                   1327.50 

對  沖 單：(同時買入及沽出)                   1331.50                     1319.50                   1335.50 

 

 
(Buying & Selling at same time)          

 

 долгое, медленное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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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1WLBUC  

 

Previous Day上日利潤  ＋８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１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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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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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vious Day上日利潤  －４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１０２ 

 

http://www.31808888.com/
http://www.g20.utoronto.ca/2008/2008declaration11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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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             港金息口       Interest of HK Tael Gold                     2019年6月 
1 (三) +20 11 (六)  ／ 21 (二) -30 1 (六)  ／ 11 (二)  21 (五)  

2 (四) +20 12 (日) ／ 22 (三) -30 2 (日) ／ 12 (三)  22 (六)  ／ 

3 (五) 0 13 (一)   -40 23 (四)  -30 3 (一) +30 13 (四)  23 (日) ／ 

4 (六)  ／ 14 (二) +30 24 (五) 0 4 (二) +40 14 (五)  24 (一)  

5 (日) ／ 15 (三) +30 25 (六)  ／ 5 (三) +40 15 (六)  ／ 25 (二)  

6 (一) -40 16 (四) +30 26 (日) ／ 6 (四) +40 16 (日) ／ 26 (三)  

7 (二) -40 17 (五) 0 27 (一)    0 7 (五) +40 17 (一)  27 (四)  

8 (三) -40 18 (六)  ／ 28 (二)  0 8 (六)  ／ 18 (二)  28 (五)  

9 (四) -40 19 (日) ／ 29 (三) -30 9 (日) ／ 19 (三)  29 (六)  ／ 

10 (五) -40 20 (一) 0 30 (四)    0 10 (一)  20 (四)  30 (日) ／ 

      31 (五)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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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HK79,560 2011 +US$629.90 HK 491,322 2019  +US124 HK96,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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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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市新聞摘要 News Headlines 
 為期 2 天的 20 國集團財政部長及中央銀行總裁會議在日本福岡落 幕，會中提及貿易緊張「加劇」

可能對全球經濟帶來負 面風險，並首度討論人口迅速老化對經濟的衝擊。 G20財長會議還承諾加快

國際稅務體系改革，使得 課稅範圍涵蓋網路巨擘企業。G20 財長承諾合作促成「對全球公平、永續

且現代 化的國際稅務體系，並歡迎國際間合作以推動有利成長 的稅務政策」。 為回應「數位化帶

來的稅務挑戰」，加上外界已開 始討論設立一套全球系統來對谷歌和臉書等網路巨擘企業課稅，

G20 財政部長矢言盡 更大「努力，找出以共識為基礎的解決方案，並在 2020 年底前提出最終報

告」。 ●加密貨幣 會議聲明表示，加密貨幣等科技創新「能對金融體 系和更廣泛經濟層面帶來重大

好處」。不過 G20財長也 說：「儘管加密資產現階段不會對全球金融穩定構成威脅，我們仍對風險

保持警覺。」 

 

墨西哥和美國就 移民問題達成協議，解除關稅危機，然而專家表示此舉 明顯受益者將是人口走私

販。 美墨 7 日晚間達成的協議中，墨西哥 將在與瓜地馬拉接壤的南部邊界，動用新設立的國家衛 

隊，並在邊境各地打擊人蛇集團。 

 

英國外交大臣韓特（Jeremy Hunt）今天指出，德國總理梅克爾曾表明，歐洲聯盟將願意重新談判英

國脫歐協議 。 英國首相梅伊 7日辭去保守黨黨魁 後，預計黨內有 10多人將加入黨魁爭奪戰以取代

梅伊出 任首相，韓特就是其中一人。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透露，利比亞首都的黎波里近月來的戰鬥，影響 12 萬兒童教育。發言人表示，由

於的黎波里武裝衝突進入第三個月，兒童在學校接受教育及學習，變得相當困難，單在 4 月，當地

教育部門下令戰鬥區內多間學校關閉，避免 12 萬兒童受戰鬥影響，估計部分學校被用作武裝衝突避

難所，接收受影響家庭。 

 

美國《紐約時報》引述消息人士報道，北京政府上星期召集美國的微軟、戴爾電腦、南韓三星等大

型科技企業高層開會，警告他們不要配合美國政府對中國企業禁售關鍵技術的命令，否則可能會有

嚴重後果。 

 

中國海關總署數據顯示，今年首 5個月中美貿易總值 1.42萬億元人民幣，按年跌 9.6%，佔中國外貿

總值的 11.7%，美國是中國第 3 大貿易夥伴。其中，中國對美國出口跌 3.2%，自美國進口急挫

25.7%。首 5個月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 7506.2億元，按年擴大 11.9%。至於首 5個月以美元計價的內

地整體進出口按年下跌 1.6%，當中，出口微升 0.4%，進口跌 3.7%。期內，貿易順差 1304.7 億美

元，按年擴大 38.3%。 

 

國際貨幣基金總裁拉加德今天警告，全球貿易緊張對世界經濟展望構成 「主要威脅」。 拉加德在

20 國集團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總裁會議後發布聲明預警，美國和 中國的關稅戰恐「重傷」任何全球

經濟復甦。 她表示：「最大威脅來自持續的貿易緊張。」 

 

美國 CNN在頭版報導香港出現百萬人的反引渡遊行，全球共有 27城市同步響應。 

 

 

恒指 ：27,541.42   +566.77                    上證綜指： 2,850.66  +21.43                道指 ：25,983.94   +26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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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一)Mo 16:30 ☆ UK英國 Trade Balance 貿易平衡 13.65B 12.50B 

10/6 (一)Mo 22:00 ☆☆☆ US美國 JOLTS 職位空缺 7,488K 6,500K 

11/6 (二)Tu 16:30 ☆☆ EU 歐盟 Sentrix 投資者信心 +5.3 +5.2 

11/6 (二)Tu 16:30 ☆ UK英國 Unemployment 失業率 3.0% 3.0% 

11/6 (二)Tu 18:00 ☆☆ US美國 NFIB 中小企業指數 103.5 102.0 

11/6 (二)Tu 20:30 ☆☆☆ US美國 Producer Price Index 生產者物價指數 +0.2% +0.2% 

11/6 (二)Tu 22:00 ☆☆ US美國 IBD/TPP 經濟樂觀指數 58.6 58.2 

12/6 (三)We 19:00 ☆☆☆ US美國 MBA Mortgage MBA貸款申請  +1.5% +1.5% 

12/6 (三)We 20:30 ☆☆☆ US美國  Consumer Price Index 消費者物價指數 +0.3% +0.3% 

12/6 (三)We 22:30 ☆☆☆ US美國 EIA Petroleum Report EIA 石油報告 +6771K +5202K 

12/6 (三)We 26:00 ☆☆☆ US美國 Treasury Budget 財政預算 +1,603B +1,520B 

13/6 (四)Th 17:00 ☆☆ EU 歐盟 Industrial Production 工業生產 -0.3% +0.2% 

13/6 (四)Th 20:30 ☆☆☆ US美國 Import Price Index 進口物價指數 +0.2% +0.3% 

13/6 (四)Th 20:30 ☆☆☆☆ US美國 Initial Claims 初領救濟金人數 212K 211K 

13/6 (四)Th 20:30 ☆☆☆☆ US美國 Continuous Claims 續領救濟金人數 1,320K 1,252K 

13/6 (四)Th 22:30 ☆☆ US美國 EIA Natural Gas EIA天然氣 520B 570B 

14/6 (五)Fri 17:00 ☆☆ EU 歐盟 Trade Balance 貿易平衡 +225.B +20.5B 

14/6 (五)Fri 20:30 ☆☆☆ US美國 Retail Sales 零售銷售額  -0.2% -0.2% 

14/6 (五)Fri 22:00 ☆☆☆ US美國 Industrial Production 工業生產 -0.5% -0.5% 

14/6 (五)Fri 17:00 ☆☆ US美國 Production Utility 產能利用率 77.9% 72.5% 

14/6 (五)Fri 20:30 ☆☆☆ US美國 Michigan University Ind 密芝根大學指數 100.0 98.0 

14/6 (五)Fri 22:00 ☆☆☆ US美國 Business Inventory 企業庫存 0.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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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ng,  Slow Recovery (10) 
                        

G20 is not an organization as that the European Union or United Nation. G20 does not have a head office or 

General Secretary as EU or UN. It is just a forum, president or prime minister of member countries will in turn host 

the meeting. But there is a think tank (智庫機構) responsible to supply all the information to general public. It’s the 

Munk School of Global Affairs and Public Policy, Trinity College, University of Toronto. The first joint statement 

is http://www.g20.utoronto.ca/2008/2008declaration1115.html 

 

People would not complain if their speed of saving the world economy is too slow. They only would 

complain their own country. For all decision of G20 had no legal effect, it only come to a compromise. Such as 

they request to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upo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seriously, the definition of serious in very 

country is different. Also to lower the risk, the term of risk is different in every country according to their economy 

background.  
(…… to be continued) 

The head and shoulder climaxed on 20th Feb is proved to be a trap. Therefore the best way is to do the 

reverse trading. That is when the chart tells you to buy, you should sell, when it tells you to sell then you buy. Now 

the head is 1248, just 2 dollars higher than that of 20th Feb, not enough for a breakthrough. Under such a case, it 

should be 8-10 dollars higher in order to confirm it. It is moving within a large range, just sell on high and buy on 

low.  

Daily resistance 是日阻力位 : 1340 -1345            Daily supporting是日支持位: 1312 - 1317 

 долгое, медленное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е 

 

http://www.g20.utoronto.ca/2008/2008declaration111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