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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場 動 態                         法國 G7峰會 2019 
      

     在聯儲局展開減息周期、英國新首相上任後，市場期待的焦點已告一段落。如今逐步聚焦在本月
24-26 日於法國渡假聖地比亞里茨(Biarritz)的 G7 峰會。這是繼 6 月 28-29 日在日本大阪舉行 G20 峰

會後，又一次令市場關注的大型峰會。 

 

         G7 峰會首先於 1975 年召開，一直以來都是全球影響市場最重要的會議。2008 年金融海嘯

後，為了救市，喬治希將原來的 G20 部長級會議升格為元首級峰會，因為當時已有不少呼聲要加大

G7 至 G13 或 G14，為了免顧此失彼，實行雙線進行。初期是首天 G7 及後兩天為 G20，後來因為議

題眾多，又要邀請多個新興國家作嘉賓，2012 年開始 G7 與 G20 又再分期開會，以便可以集中討論

事項。俄羅斯已因吞併克里米亞事件被逐出 G8，但仍保留 G20 會藉，可以看出 G7 是實行西方式民

主國家及資本主義陣營的大集會。而對市場最具影響力的，就是 G7 央行認為匯率不平衡影響環球

經濟之時，就會聯手干預。且看 1990 年代他們多次聯手干預日圓，也曾低位時成功托起歐羅及澳

元，一直至今這兩隻貨幣都未曾跌回昔日低位。而 7 大工業國央行聯手，只有一次敗陣紀錄，就是

在 1992 年輸給國際炒家索羅斯所引起的沽英鎊潮流，最終加速了歐羅的誕生。 

 

      如今市場沒有太大動盪，但卻有隱憂就是貿易戰及英國脫歐所引起之波動。人民幣匯價跌破 7算

未算太嚴重，未至要各大央行聯手干預的地步。但特朗普競選時曾大聲疾呼，說上任後首天便要將

中國列為匯率操控國。但這諾言要上任後兩年半才實現，因為要符合很多條件才可宣布，並非只靠

某君個人觀點便可行事，但中國認為只是調節而不是操控。G7 除大集會外，也給予機會讓各國元首

進行雙邊會議。尤其是多國央行開始展開減息周期及貨幣寬鬆政策，以至其他財、經、政議題備受

關注，都會市場有即時影響，不可忽略。明年 G7主場為美國，G20 主場則是沙阿拉伯。 

 

      短線金價去向要釘緊隨機指數快版及慢版。 

 
              
要看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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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ly Trading :                                                            Profit At  獲利           Stop Loss 止蝕         

每日一單：                                 1516.00                     1528.00                   1512.00 
                         

Hedging: (Buy & sell simultaneously)  1516.00                     1528.00                   1512.00 

對  沖 單：(同時買入及沽出)                   1515.50                     1503.50                   1519.50 

 

 

 
(Buying & Selling at same time)          

 

BUY at sight現水位入貨

o1WLBUC  

 

Previous Day上日利潤    ＋８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２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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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２ 

 

http://www.3180888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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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             港金息口       Interest of HK Tael Gold                     2019年8月 
1 (一) +30 11 (四) +30 21 (日) ／ 1 (四)   0 11 (日) ／ 21 (三)  

2 (二)  0 12 (五) +20 22 (一) +30 2 (五) 0 12 (一) 0 22 (四)  

3 (三)  0 13 (六)  ／ 23 (二) 0 3 (六)  ／ 13 (二)  23 (五)  

4 (四)  0 14 (日) ／ 24 (三)   0 4 (日) ／ 14 (三)  24 (六)  ／ 

5 (五) +30 15 (一)   0 25 (四) 0 5 (一) +30 15 (四)  25 (日) ／ 

6 (六)  ／ 16 (二) +30 26 (五)  -30 6 (二)     0 16 (五)  26 (一)  

7 (日) ／ 17 (三) +30 27 (六) / 7 (三)   0 17 (六)  ／ 27 (二)  

8 (一) 0 18 (四) +40 28 (日) / 8 (四) 0 18 (日) ／ 28 (三)  

9 (二) +30 19 (五) +30 29 (一) -30 9 (五)   0 19 (一)  29 (四)  

10 (三) +30 20 (六) ／ 30 (二) -30 10 (六) ／ 20 (二)  30 (五)  

      31 (三) 0       31 (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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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HK126,360 2011 +US$629.90 HK 491,322 2019  +US248 HK193.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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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二)Tu 16:30 ☆ UK英國 Unemployment          失業率 3.2% 3.2% 

13/8 (二)Tu 17:00 ☆☆ EU 歐盟 ZEW ZEW調查 -20.3 20.5 

13/8 (二)Tu 18:00 ☆☆ US美國 NFIB 中小企調查 103.3 104.0 

13/8 (二)Tu 20:30 ☆☆☆ US美國 Consumer Price Index 消費者物價指數 +0.1% +0.3% 

即市新聞摘要 
國際貨幣基金警告，自去年開打的貿易戰已造成中國經濟趨緩，美國 若再加徵關稅可能導致中國成長率

大幅下滑。 IMF 今天公布中國經濟年度報告，指出若美方對尚 未課徵關稅的輸美中國商品，加徵 25%的

關稅，恐導致 中國未來一年經濟發展遲緩。IMF近期已下修中國今年 經濟成長預測至 6.2%，前提是美國

不會再加徵關稅。 報告指出，若美中貿易緊張情勢進一步升溫，例如 美方決定對其餘中國商品加徵 25%

關稅，恐讓中國未來 12個月的成長率削減約 0.8個百分點。 

 

穆迪發表報告指，美國將中國貼上標籤時，其經濟增長面臨放緩，中國當局則持續表示會維持匯率穩定。 

該機構預料，中國未來仍會持續有關做法，不過，倘若中國經濟放緩速度快過市場預期，估計當局會允許

人民幣進一步溫和貶值。值得留意的是，穆迪現時予美國主權評級為「Aaa」，較中國的「A1」高四級。 

 

英國首相約翰遜與美國總統特朗普通電話，商討外交政策、全球安全、貿易等議題。首相府說，約翰遜在

通話中又談到脫歐最新進展。這是兩人三個星期內第三次通電話。白宮表示，特朗普讚賞英國與美國的伙

伴關係，又期待兩人在不久將來會面。外界相信，兩位領袖本月下旬在法國出席七大工業國峰會期間，將

舉行正式會談。 

 

伊朗外長扎里夫指責美國向中東地區盟友出售軍火，把區內變成火藥庫。在卡塔爾訪問的扎里夫接受半島

電視台訪問時說，美國去年向區內國家出售總值 500億美元軍備，其中一些國家，人口不到伊朗三分一，

但花費巨額資金採購軍備。他認為，美國及盟友向區內提供軍火，才是威脅的來源，令中東地區成為火藥

庫，隨時爆炸。 

 

美國和塔利班今天表示，雙方代表已結束最新一輪談判。根據可能達成的 協議，美國可望縮減派駐阿富

汗美軍人數。美方談判代 表稱，雙方在本輪談判中聚焦在技術細節。 過去一年來，美國和塔利班持續在

卡達首都杜哈（Doha）展開談判。根據雙方致力談判的協議，美國可望 開始撤離派駐阿富汗境內的 1 萬

4000 名美軍部隊。 喀布爾近日盛傳雙方可能即將宣布達成協議，但領  導談判的美國特使哈里札德

（Zalmay Khalilzad）和塔 利班都發推文表示，談判工作仍有待完成。 

 

外電引述匿名的美國高級官員評論香港局勢。該官員指，當不同政治觀點都受到尊重，並可以自由與和平

表達時，對社會而言是最好的，敦促香港各方保持克制，不要採取暴力行動。 

 

巴西聖保羅州州長多利亞表示，華為計劃未來 3年在當地投資 8億美元興建新工廠，擴大在拉美市場的影

響力。正在中國訪問的多利亞表示，華為準備建造新工廠以滿足巴西在明年 3 月進行首次 5G 頻譜拍賣後

的需求，亦會供應外國市場。他指出，新工廠將聘用 1千名員工，選址未來數月內確定。 

 

 恒指 ：25420.97  -403.44                      上證綜指：2,797.76   -11.22                   道指 ：28,897.71    -389.73 

Hang Seng Index (10:00am)                   Shanghai Composite (10:00am)               Dow Jones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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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lysee.fr/en/g7 

France G7 Summit 2019 
 

        After the rate decreasing cycle of Federal Reserve started and new prime minster of the UK came into office, 

the waiting of the market is over and now stepping into another new era. Focus is on the G7 meeting to be held on 

24th – 26th August in a famous resort area Biarritz of France. This is the most important meeting that would affect 

the financial market after the Osaka G20 held in 28th – 29th June. 

 

       The first G7 meeting was held in 1975, after the financial tsunami of 2008, in order to save world economy, 

George Bush upgraded the G20 minister meeting to summit. For at that time, already a lot of voices wished to 

enlarge the G7 to G13 or G14. At first double line went together, that is the first day was G7 and 2nd and 3rd day 

G20, but later on, because a lot of items had to be discussed, and also a lot of emerging economies wished to join 

or take part as a guest, now split into two meeting separately. 

 

      The greatest direct effect of G7 on the market is the interference action of joint central banks. In the 1990s, 

they interfered Japanese yen for numerous times. They also successfully entered into market to stop the falling of 

Euro and Australian dollar, and these two currencies had been bought up and never met with the previous low. But 

they were defeated just once, that was in 1992, the international speculator George Soros triggered a wave of 

selling British Pound and ultimately led to the early birth of Euro. 

 

      Now there is no large turmoil in the market, but there is a hidden worry (隱憂) in the Sino-US Trade War and 

Brexit. The exchange rate of Chinese Yuan fell below 7, not so serious indeed; no need to call for interference of 

G7 central banks. When Donald Trump strove for the general election in 2016, he claimed that on his first day of 

inauguration was list China as a currency manipulating country, but it came so late in 2019 for it must met with a 

lot of terms and not just rely on personal opinion of any person. China regarded the action as adjustment (調節)  

and not manipulation (操控). The G7 meeting also provides chance of leaders to have two-sided meeting besides 

the general assembly. So keep an eye on this. The G7 meeting of 2020 will be in USA, and G20 in Saudi Arabia. 

 

    For short term price movement of gold, should aim at Stochastic Fast & Slow. 

Daily resistance 是日阻力位 : 1528 -1533           Daily supporting是日支持位: 1495 – 1500 

https://www.elysee.fr/en/g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