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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場 動 態                          焦 點 人 物      
      

         美帝特朗普又成市場焦點人物，皆因面對彈劾的機會又增加了。這關對他的影響到底有多大？處之泰然即

可！當作稍大之常規雜音便是了。美國文化是反對聲音頗大，凡事都有一定的反對聲音。要對總統進行彈劾，首

先要在參眾兩院通過，才可展聆訊；而聆訊過程漫長，結果如何也未知。眾議院是負責提議案，重要事項參議院

要 3 份 2 數票數才可通過。如今只是過了眾議院的第一關而己。最主要是很難證明特朗普停止對烏克蘭的撥款，

是與調查拜登兒子在烏國業務有關。而即使有關對美國影響又如何，不一定是對競選對手有影響的。可能是因為

民主黨不滿他的政策，故意刁難示警，還以顏色。故計彈劾只是下馬威，預計難以通過的。 
 

        中美貿易談判下周重啟，如今先傳來有利特朗普的消息。波音飛機與空中巴士相互向世貿投資對方政府非法

支持民航，有違公平競爭。首階段美帝獲勝，可以向歐盟徵收 10%關稅；次階段有關波音的聆訊明年進行。 
 

        至於 10 月 1 日的中國國慶，外國報章及網站都以大閱兵為頭條，介紹中國的最新武器。但 10 月 2 日西方各

大媒體均以港警開槍射向示威者為頭條，網站更有詳盡未經刪剪的視頻。不幸言中真的有一件事比閱兵更受關

注，只想不到是負面消息而己。如今特朗普打算將人權法案交波給國會自行辯論，正反雙方也可對國會實行私下

遊說，希望與貿易談判分開，除非香港情況惡化。但貿易談判一直以來都是時好時壞，甚麼中期或長期協議也只

可一半樂觀而己。收窄赤字雖然難一些，但也有眉目了。這點可以令中美兩國的 75%國民滿意的，但知識產權談

判頗為反覆，難以令所有人滿足的。香港事件解決方法最終也只可令 75%人收貨，不會有百份百的接受。 
 

      留意在北韓又再試射導彈的威脅下，油價不升反跌；因為市場流行炒反市。這次試射導彈是在水底發射，以避

過美帝人造衛星的監察。因為以往北韓的活動都被美帝私人機構監察得到，本刊也曾引用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之

監察，公布即將試射導彈的消息更快美國國防部。而彭博的監察，更可時得知 7 年才出動一次的金正恩防彈火車

動向。如今北韓改用潛艇發射，用倒轉乾坤花式，艇尾向下，艇頭向上突然從水底射出。雖然美帝也可即時得

知，但已無法先前作出預告了。下次又要改用另一種監察方式了，且看特朗普如何應對新一輪的導彈危機！ 
 

  上月不少人都預期標準普爾可以再創新高，結果在距離歷史高位只 16 點便回頭。真的如本刊所說要將上升的亮麗名詞

收起來。外界說是因特朗普面臨彈劾威脅而使美股下挫。基於股跌金升的原理，金價又升彈了。總之美股跌不哪裡去的，不

會這麼快進入熊市，早已說過明年再算吧，今年相安無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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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ly Trading :                                                            Profit At  獲利           Stop Loss 止蝕         

每日一單：                                 1498.00                      1510.00                  1494.00 
                         

Hedging: (Buy & sell simultaneously)  1498.00                      1510.00                  1494.00 

對  沖 單：(同時買入及沽出)                   1497.50                      1485.50                  1501.50 

 

 

 

 
(Buying & Selling at same time)          

 

BUY at sight現水位入貨

o1WLB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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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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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vious Day上日利潤  -4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210.50 

 
Previous Day上日利潤  +8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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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3180888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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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             港金息口       Interest of HK Tael Gold                     2019年10月 
1 (日) ／ 11 (三)   -40 21 (六)  ／ 1 (二) -30 11 (五)  21 (一)  

2 (一) -40 12 (四) -40 22 (日) ／ 2 (三) -40 12 (六)  ／ 22 (二)  

3 (二) -40 13 (五) -40 23 (一) -40 3 (四)  13 (日) ／ 23 (三)  

4 (三) 0 14 (六)  ／ 24 (二)   -30 4 (五)  14 (一)  24 (四)  

5 (四) 0 15 (日) ／ 25 (三) -30 5 (六)  ／ 15 (二)  25 (五)  

6 (五)     0 16 (一)  -40 26 (四) 0 6 (日) ／ 16 (三)  26 (六)  ／ 

7 (六)  ／ 17 (二) -30 27 (五) -30 7 (一)  17 (四)  27 (日) ／ 

8 (日) ／ 18 (三) -40 28 (六)  ／ 8 (二)  18 (五)  28 (一)  

9 (一)  0 19 (四) -40 29 (日) ／ 9 (三)  19 (六)  ／ 29 (二)  

10 (二)  0 20 (五)  -40 30 (一) -30 10 (四)  20 (日) ／ 30 (三)  

               31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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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50 HK164,190 2011 +US$629.90 HK 491,322 2019  +US367 HK 286,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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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三)We 19:00 ☆☆ US 美國 MBA Mortgage MBA Mortgage -10.1% -10.2% 

2/10 (三)We 20:15 ☆☆☆ US 美國 ADP Report ADP 就業變動 +195K +140K 

2/10 (三)We 22:30 ☆☆☆ US 美國 EIA Oil Report EIA 原油庫存 2,412K 2,500K 

即市新聞摘要 

新華社發表文章評論香港的示威活動，指持續 3個多月的「黑色恐怖」已近瘋狂，如果繼續容忍暴力，香港必然沉淪，

必須彰顯法治的力量，剜除「毒瘤」，將所有暴徒盡快繩之以法。英國外相藍韜文發聲明，說無藉口可以使用任何暴

力，但使用實彈是不合乎比例，只會令局勢有機會升級，呼籲香港政府及示威者克制。美國商務部長羅斯表示，有示

威者被警員開槍打傷，對國際社會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人道事件，希望可以盡快和平解決衝突。他又認為香港的示威活

動，可能會對中美下星期恢復的新一輪高級別經貿磋商有影響。 

 

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波洛西，批評總統特朗普在北京正遏制全中國與香港的民主，以及漠視人權的時候，仍然祝賀中

國國慶。 

 

伊拉克首都巴格達和多處 城市抗議活動在 24小時內造成 9人喪命後，伊拉克總理 馬帝（Adel Abdul Mahdi）宣布巴格

達今天到明天實施 宵禁。 針對「巴格達的車輛和民眾」宵禁措施在清晨 5時 生效。伊拉克有關當局已宣布明天將是公

休日。 

 

印尼爆發反修例示威，席捲全國，成為自 1998 年以來最大規模的學生抗議運動。這場示威針對政府提出多項修例，包

括禁止婚前性行為，以及削弱反貪部門的職權等，引起民憤。展開第二個總統任期的佐科維多多決定，押後修改涉及

婚前性行為的修例，但涉及反貪部門的修例已獲國會通過。 

 

世貿裁定，歐盟非法補貼法國空中巴士公司，宣布美國可以向總值 75 億美元的歐盟進口貨，加徵關稅，作為反制措

施。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公布，由今個月 18 日起對歐洲製造的飛機徵收一成關稅，對包括農產品及工業產品等其他產

品，加徵兩成半關稅。總統特朗普歡迎裁決，形容是重大勝利。歐盟發表聲明，警方如果美國決定實施反制措施，歐

盟別無選擇，只能夠以牙還牙，但強調仍然希望與美國和解。歐盟早前亦向世貿提出訴訟，指美國政府資助飛機製造

商波音公司，建議向 200億美元的美國貨加徵關稅，預料世貿明年會有裁決。 

 

英國首相強生今天公開 他的「最終版」脫歐協議提案，並且警告歐洲聯盟領袖 ，如果他們再不接受他的方案，英國將

在 10月 31日無協 議脫歐。 歐盟官員和英國反對脫歐的人士都擔心，如果英國 未和歐盟達成正式分手的協議，就終結

在歐盟的 46年會 員資格，將會造成經濟混亂局面。 

 

在北韓再度試射飛 彈之際，美國軍方今天表示，已從加州范登堡空軍基地 成功試射一枚配有重返載具的無武裝洲際彈

道飛彈，但 非針對特定國際事件或區域緊張狀態。 

 

據伊朗官方電視台報導，總統哈桑·魯哈尼表示，贊同由歐洲牽頭的挽救 2015 年核協議計畫的基本框架，但是他也警告

稱，在找到解決方案之前，該國政府將繼續降低對協議的履行程度。計畫還要求美國撤銷對伊朗的制裁 ，包括允許其

恢復石油出口，而這是伊朗對參與談判所提出的主要要求。 

 

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總裁威廉姆斯表示，美國經濟前景好壞參半，貿易不明朗、地緣政治風險等因素成為經濟增長的阻

力，但就業市場強勁，與其他經濟體比較，美國經濟仍處於有利位置。他認為，聯儲局的貨幣政策恰如其分。威廉姆

斯又說，他正研究 9月中貨幣市場波動的原因及評估干預的成效。他指，從目前的情況來看，相信是銀行不願進行短期

拆借，加上存放在聯儲局的整體儲備金規模減少而造成波動。 

恒指 ：25,907.12   -121.18                    上證綜指：2,905.19                               道指 ：26,078.62  -494.42 

Hang Seng Index (10:00am)                   Shanghai Composite (10:00am)               Dow Jones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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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央行利率 Major Central Bank Rates  2019/ 10/01 

國  家 Country 最新利率 Rate 先前變動 Change 變動日期 Date 

美    國          US 1.75 – 2.00% -0.25 2019/ 09/19 

  歐    洲          EU 0.00% -0.05 2016/03/16 

  日    本       Japan 0.00% -0.10 2016/02/01 

  英    國          UK 0.75% +0.25 2018/08/02 

  澳    洲  Australia 0.75% -0.25 2019/10/01 

  紐西蘭          NZ 1.00% -0.50 2019/08/07 

  加拿大    Canada 0.50% -0.25                     2018/12/24 

 
油價自 9月 13日起飇升，如今已打回原形。Oil price soared up since 13

th
 Sept, now go back to beginning. 

 

 

 

 

 

 

 

  

 

 

 

 

Daily resistance 是日阻力位 : 1512 - 1517           Daily supporting是日支持位: 1482 - 1485 

                                                                                              Key Man 
 

The key man of market current is Donald Trump. When he is facing the charge of impeachment, US stock 

retreated, but don’t worry, bear market would not come so fast, it will be a matter of next year. It is just a block 

in midway to his general election of 2020. 

 

While for the argument between Boeing and Airbus, the verdict of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shows that US 

wins. They can levy tariff on European goods. On the other hand, the grand military parade on 1
st
 October 

occupied first page in western newspapers, but on 2
nd

 October, a great number of western papers use Hong 

Kong police opened fire at demonstrators as headline and occupied most of front page. Next week, the Sino-US 

trade talk will resume, but it has been carrying on for one and a half year. The deficit section is coming to an 

end, but intellectual property section is still negotiating, and the latter will be the hardest, while for civil right of 

Hong Kong will be left for the Congress, hoping not to affect the trade talk unless there is a sharp change in 

Hong Kong. 

 

Mind the oil price, even under the missile test of North Korea is still going down, for it  is in reverse trading 

now, S&P could not break record high even if just 16 points aw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