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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場 動 態                   長而緩慢之復蘇 (11)        
   

     G20峰會自成立以來，一直沒有停止過救市及促進經濟的行動。本年峰會於 6月 28-29日於日本之大阪

舉行。但尚有多個部長級會要分期進行包括：5月之農林部長、6月之財長既央行總裁、貿易及數碼經濟、環

保會議、9月之勞工部長、10月之衛生部長、旅遊部長及 11月之外交部長會議。而焦點除元首級峰會外，則

是以 6月 8-9日的財長會議為最重要。部長級會議是減輕元首峰會之工作量，可作更仔細討論。 

 

          G7 的傳統是元首開峰會之前，先由財長開會，如有任疑難雜症就交由元首峰拍板。因此財長議就屬於

元首峰會之預備會議。而正財長開會前，也很多時先由副財長開預備會議。因為除了元首是大忙人之外，財

長也要日理萬機，也要由副財長先開會收窄討論範圍去讓他們作決策。而 G20兩天的峰會又如何進行？ 

 

  其實前一晚上就先舉行歡迎酒以讓各位大帝適應時差，元首主體議其實只有一至兩節時間，每節只有一

至兩個小時。20 位大帝要發言的話，每人可講話的時間不多，平均每人只可講 3-5 分鐘而已。因預留時間給

主席先生講開場白及結論，講財經議題最多只有一節，通常不超過兩個小時。其餘時間更要講環保、外交，

裁軍、核武、反恐….講完主體議還要與新興國家及嘉賓對話，這次受的嘉賓國家包括荷蘭、西班牙、新加

坡、越南、泰國、埃及、智利、塞內加爾。此外有例行出席的國際組織如國基會、世銀、聯合國、WTO、

OECD、世衛、亞洲開發銀行，金融穩定委員會。這樣看來每人還未講夠 3分鐘就夠時間要轉到下節了。 

 

       此外還要起草聯合聲明，討論及校對內容才可發布。所以第 2 天中午前就要完成所有主體討論，下午等

聯合聲明發布，就進行大合照及個別周邊會議。在經濟掛帥的今天，當然是以財長會議最為重要。雖然他們

無法攪出新的布列頓森林協議，但在環球經濟復蘇之上也有一定的功效。G7 則經常邀三、四線國家出席論

壇，但 G20已包括了不少此等國家，再繳請嘉賓之時，就是連五、六線國家也可以有發言權了。  
（……待續）   

       隨機指數快版及慢版都同時出了沽貨訊號，可以沽出。目前水位陰陽交界，頗難判斷。每日做一單、好過去

打工。每日做對沖，好過等爺派錢。由於由 MACD 的訊號線及趨勢線都已進入正數範圍，所以這個跌浪暫時只

可當作回調，不是大市掉頭現象。因為雙頂雖然破位，但只破兩元未可作準，回調是意料中的事。可是先前本

刊多次重申的 250WMA，真的發揮了強大支持力，果然應驗如神，準得如造馬及打假波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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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inue to hold previous short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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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持有先前沽單 

 

http://www.3180888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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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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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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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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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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市新聞摘要 News Headlines 
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如果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大阪 G20峰會期間不與他會晤，美國會向中國即時加徵額外關稅。

另外，在回應美國商會不滿以加徵關稅，以為手段要求墨西哥阻止非法移民入境時，特朗普表示，美國商會把重

點擺放錯誤，美國商會代表的是美國，並不僅是美國商會內的會員商業機構。 

 

 《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文章，指責美國政客不斷揮舞關稅大棒，搞極限訛詐，「合則用、不合則棄」。文章不滿

美國政客聲稱「自由、公平和互惠的貿易」，卻以「莫須有」名義打壓他國企業；自身發展遇到問題，卻矇騙民

眾，轉嫁國內矛盾。 

 

美國聯合技術公司和飛彈 製造商雷神公司昨天宣布計畫合併，組成國防航太業巨 獸。美國總統川普今天表示，他

對這宗合併案感到「擔 憂」。 川普接受 CNBC訪問時說：「我對於聯合技術（ United Technologies Corp, UTC）

和雷神（Raytheon ）有些擔心。」他懷疑兩者合併將「消除更多競爭」。 

 

紐西蘭總理阿爾登 （Jacinda Ardern）今天表示，紐西蘭在伊拉克部署的 非戰鬥任務駐軍將從下月起開始縮編，並

於明年中全數 撤離，另宣布裁減駐紮於阿富汗的員額。 法新社報導，2015 年，紐西蘭派駐軍隊於伊拉克展 開

「不上火線」的訓練任務，以提升伊拉克安全部隊（ISF）對抗伊斯蘭國的戰力。  

 

美國航空公司宣布 延長波音 737 MAX機隊停飛時間，取消 9月 3日前所有 737 MAX飛機航班。同型飛機發生兩

起空難，共奪走 346 條人 命，目前正在等待完成軟體更新，通過當局審查。 美國航空公司之前宣布停 飛 737 

MAX 飛機至 8月 19 日，以待波音完成軟體更新審查 。美國航空聲明表示，美國航空「有信 心，737 MAX 進行

中的軟體更新，以及波音和我們工會 夥伴間協調發展的最新訓練計畫，很快能促成完成重新 認證」。 

 

美國消費者對通脹前景跌至 2017年底以來最差，對就業以及家庭財政狀況亦感到不確定。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調查

發現，上月美國消費者預期未來 1年通脹率 2.5%，較 4月下跌 0.1個百分點。對未來 3年通脹率的預期亦下跌 0.1

個百分點，跌至 2.6%。調查發現，預計 1年後失業率將會上升的受訪者比例升至 36.7%，但對找到新工作的信心

上升至 61.5%，是 2013年 6月以來最高。 

 

截至紐約時間 13:40，通常被稱為市場「恐慌指標」的 VIX指數在過去三個交易日裡是上升的。如果該指數超過

16，就意味著美國股市會在接下來的一個月裡每天波幅超過 1%。而近年來，除了股市下跌的時候，該指數並未在

這個水平上方徘徊。VIX指數這 3天來上升，與標普 500指數同期大漲逾 2%互相矛盾。自 2009年美股牛市起步

以來，這還是頭一回在股市出現這種幅度的上漲之時，隱含波動率卻未能下跌。這兩個變量往往是反向運動的。 

 

根據摩根大通的統計，在過去 4 次美國降息周期中，瑞士法郎都是表現最好的貨幣。隨著美國國債殖利率大幅下

跌，瑞郎已經在走高，表明歷史或許還會重演。摩根大通對此持肯定態度，該行周一上調了對瑞士法郎的預測。 

 

 恒指 ：27,715.22   +134.37                    上證綜指： 2,866.22  +13.92                道指 ：26,062.68   +78.74 

Hang Seng Index (10:00am)                   Shanghai Composite (10:00am)               Dow Jones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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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手入樽-----金價的單手入樽走勢現已成形，是指價位以在低位走路數步，然後以數枝大陽燭急升，再在頂位以

大陰燭急掉頭向下，借用籃球場上之走勢形容跌勢即將到來，量度跌幅則以神奇數字為依歸。左上圖為應驗如神

的 250WMA，為牛市之最大支持。 

One Hand Entry ----- The gold price formed the pattern of One Hand Entry, by a running of serval steps on the ground 

level, and rising sharply with several big white candles sticks. Then a U-turn comes at top showing reverse by big black 

candles sticks. The measurement of falling should refer to Fibonacci series. Upper left is the 250 WMA, a strong signal of 

bull market where we ar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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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ng,  Slow Recovery (11) 
                        

The summit of G20 has too much to discuss, therefore it need the meeting of minister to go through in details 

while important topics would be decided by the summit. The meeting of this year will be held on 28th-29th June in 

Osaka of Japan. Besides, ministerial meetings include agricultural of May, Financial Minister, Digital Economy & 

Trade, Environment of June, Labor & Employment of September, Health of October, Tourism and Diplomatic of 

November are all supporting to the summit.  

 

Besides 20 leaders still a lot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would turn up including IMF, World Bank, United 

Nations, WTO, OECD, WHO, Asian Development Bank, Financial Stability Commission. Newly developing 

countries would also be invited, this year will include Netherland, Spain, Singapore, Vietnam, Thailand, Egypt, 

Chile Venezuela, Senegal. Therefore a they have a chance to speak out, but time is quite limited, on the average 

each of them would have a time of just around 3 minutes.   
(…… to be continued) 

Both Stochastic Fast and Slow shown selling signal, but MACD had got into the positive zone for trend line 

and signal line. Therefore this downward wave should consider as adjustment only and not turning back. Even the 

double top has a slight penetration but just two dollars is not enough to confirm so. See the above 250 WMA, it 

shown a strong support of the bull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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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долгое, медленное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