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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場 動 態                   長而緩慢之復蘇 (12)        
   

     當經濟疲弱之時，人們都希望復蘇早日到來；但當復蘇完成後，又擔心經濟很快會見頂回落。所謂人
無遠慮、必有近憂！投資者需要知道目前社會及經濟所處狀況是如何，方可作出適當相應措施。 

 

    1980-1990年代在列根經濟學的時期，市場炒是貿易赤字。自從紐約 9/11恐襲之後，焦點逐步轉移至炒

消費能力及就業情況，取代了貿易赤字。即使過往一年中美貿易戰爆發，焦點也不在貿易赤字公佈之時，警

戒線仍保持在每月初的就業報告，及每周的申領救濟金人數。貿易戰持續超過一年，由去年 3 月談到現在居

然不炒貿易赤字。主要原因是美國貿易赤字龐大，一時三刻是無法大幅改善的，所以點仍是在貿易談判之進

程上。尢其是這個回合更牽扯到知識產權的問題，是自 2000年中國對美帝的貿易額超日本以來，首次出現的

事；也是上世紀美帝與日本之貿易談判所沒有發生過的難題，因此沒有先例可以參詳，談判難度倍增。 

 

          G20成立目的在救市及促進全球經濟繁榮，可是上周末的財長會議，沒有把中美貿易戰列為焦點；因為

這必需要中美元首會面方可拍板，他們也無能為力做什麼。而本刊也多次指出，貿易戰雖重要，但卻非影響

市場唯一因素，還有多項要點需要留意的。這回 G20 財長會議首次提出要面對人口老化問題，更要加強改善

稅制，也要對加密貨幣提高警覺，最重要的是───警告全球經濟有下行風險！！！！！ 

 

          筆者一向都是大好友，2017 年初曾預測美股會海闊凭漁躍、天空任鳥飛！結果道瓊斯史無前例地創了

71 次新高。2018 當不少人擔心回頭時，本刊引用天蠶變的再與天比高！結果標普打造了美股最長牛市後，

變、變、變。2019 年仍說美股不會山崩川決，只是往日亮麗名詞要收起來，結果美股進入大型上落市。一踏

入本年，各方均預測環球經濟會放緩。除了中美貿易戰進程反覆外，英國脫歐問題更節外生枝。又要押後脫

歐日期，首相梅姨真的很霉，未任滿就要下台。更在請辭演說結尾時哭得連話也說不清，早就說文翠珊這名

字像紅樓夢女主角那麼多愁善感。也不知下一任首如何接這熱火棒，決策不只影響英國和英鎊，對歐盟及歐

羅都有強力影響，更會波及全世界。且看英國已決定明年派航母到南海游弋，有意恢復海上霸王地位呀！ 
（……待續）   

        金價在完成單手入樽後，昨晚下跌至 Fibonaaci Retracment 的 0.382 水位即 1319.90 後成抗跌槌，請參閱附

錄小圖。每日做一單、好過去打工。每日做對沖，好過等爺派錢。MACD 的訊號線及趨勢線都已進入正數範

圍， 250WMA也發揮了強大支持力，果然應驗如神，全部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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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7.00                     1339.00                   1323.00 
                         

Hedging: (Buy & sell simultaneously)  1327.00                     1339.00                   1323.00 

對  沖 單：(同時買入及沽出)                   1326.50                     1314.50                   133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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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Y  at sight現水位入貨

o1WLBUC  

 

Sell wins 4, buy cuts 4 

沽吃 4，買止 4 

利潤 Profit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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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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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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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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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市新聞摘要 News Headlines 
美國總統特朗普說，中國是主要競爭對手，現在他們非常渴望與美國達成貿易協議，除非是很好的協議，否則他不感興

趣。特朗普在白宮表示，關稅對中國造成很大損害，因為企業支付不了關稅而撤出中國。他又說，原本與中國達成協

議，但中國出爾反爾，推翻 4 至 5 個重要措施，中國必須回到原先的協議。特朗普週一威脅，如果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月底在日本出席 20國集團峰會期間，不與他會面，他將立即對中國餘下 3000億美元進口貨品加徵關稅。 

 

美國白宮經濟顧問庫德洛相信，即使美中不能夠達成貿易協議，美國經濟今年仍可保持 3%增長。庫德洛接受 CNBC 訪

問時說，美國經濟非常強勁，這 3%的增長預測不是取決於和中國的貿易協議。他又說，希望總統特朗普與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本月底在日本大阪舉行的 20國集團峰會會面，雙方可重啟貿易磋商。 

 

美國傳媒早前報道，北京政府警告多家國際科技企業，不要配合美國政府封殺中國電訊設備商華為。不過，不少跨國科

企據報有進一步行動，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報道，美國晶片製造商高通及英特爾等企業，均要求員工停止與華為的行家

非正式接觸，不要討論有關技術的內容。美國財長努欽強調，華為竊取知識產權，制裁華為關乎美國國家安全，與美中

貿易談判無關，但表示若美中貿易談判有進展，中國願意作出一些保證，令美方滿意，或會放寬針對華為的限制。 

 

特朗普說，接獲北韓領袖金正恩另一封「美妙信件」。特朗普在白宮表示，這封信對他十分重要，但沒有透露信件內

容。他與金正恩「關係良好」，兩人有可能再次會面又讚揚金正恩遵守承諾，停止核試以及試射長程彈道導彈試。 

 

 美國商務部長羅斯今天表 示，月底在日本大阪舉行的 20國集團高峰會， 可能促成與中國談判貿易協議獲得進展，但不

是達成「 最後協議」的場合。 

 

 中美政經角力不斷有新招，美國能源部公佈新禁令，不准其研究人員參與外國的人才招募計劃。美國能源部副部長 Dan 

Brouillette 向《華爾街日報》表示，該部門已成為經濟間諜活動的主要目標，將禁止中國、俄羅斯、伊朗及北韓等對美國

具威脅的國家，利用人才招募計劃吸納美國科學家等約 10 萬名人員。他表明，部門已注意到中國的「千人計劃」，批評

中國拿走由美國納稅人付款的技術和研究成果。 

 

氣候變遷倡議團體「 反抗滅絕」數十名德國抗議者今天用鎖鏈把自己拴在總 理府前方的欄杆，要求總理梅克爾宣佈進入

「氣候緊急狀態」。 維權人士把鎖鏈鑰匙連同寫有他們訴求的信函，寄 給所有 13個政府部門；他們的訴求包括 2025年

前把溫室 氣體排放量有效降至 0。  

 

 伊朗外交部長查瑞 夫今天針對藉美國制裁向伊朗發動「經濟戰」的後果提 出警告，說執行和支持這項政策者無法預期

能「保持安 全」。 

 

美國公佈，上月最終需求生產物價指數(PPI)按月上升 0.1%，合乎市場預期，按年升 1.8%，升幅低於預期的 2%。期內扣

除食品及能源的最終需求 PPI按月升 0.2%，按年升 2.3%，均符合預期。至於扣除食品、能源及貿易的最終需求 PPI按月

及按年分別升 0.4%及 2.3%。 

 

 

 

恒指 ：27,428.36   -658.76                    上證綜指： 2,925.63  +73                      道指 ：26,048.51   -14.71 

Hang Seng Index (10:00am)                   Shanghai Composite (10:00am)               Dow Jones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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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3 月 6 日，本呼籲要留意該天白宮宣佈寄出了 ARRA 救市計劃的首張退稅支票；市場認為可以刺激零售消

費，結果美股由當天止跌回升，一直升至現在。 

On 6
th
 March 2009, White House announced the first tax refund check of the ARRA bailout had been mailed out, this 

bulletin already said mind this check seriously. The market reaction is that it would facilitate retails sales, so Dow Jones 

rose from that day till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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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ng,  Slow Recovery (12) 
                        

Nowadays, the Sino-US trade war is a very important factor that affects the market, but not all-in-all. The 

problem of Brexit is also very important, not just a domestic matter of the UK, nor Europe, it is a world affair 

after all.  So do not be diverted by the trade war so much, still a lot of things to mind. 

 

G20  had been keen in revitalizing the world economy since the financial tsunami. The meeting of 

financial ministers last weekend had said nothing on the Sino-US trade war, for it must be decided by two 

supreme leaders. The deficit was too large and surely cannot be modified greatly in a short time, especially this 

time, the problem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 involved, it had never happened before, not even in the US-Japan 

trade talk of last century, therefore no case study(無先例可援) can be done. 

(…… to be continued) 

The price of gold finished the One Hand Entry last night, it fell to the level of 1319 according to the 

Fibonacci said and then formed an anti-falling hammer. Today really rebounds as in the above small chart. 

The trend line and forest line of MACD had both entered the positive zone firmly, stating now is in bull market. 

Cope with the 250 WMA, the price of gold should look good in the future. 

Daily resistance 是日阻力位 : 1345 -1350            Daily supporting是日支持位: 1315 - 1320 

 долгое, медленное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е 

 

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 

 

Fibonacci retracement of gold 

金價的神奇數字支持位認真神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