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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場 動 態                      新加坡 與 香港      (21)  亞洲金融風暴 
      

      1998 年 8 月為亞洲金融風暴之高峰期，國際大鱷索羅斯與當時的香港財爺曾蔭權及金管總裁任志剛進行大

決戰，世界各大報章均以連續兩天的頭條報這場世紀大戰。結果索羅斯在香港嚴重內傷而導至下一站在俄羅斯

敗陣，結束了超過一年的亞洲金融風暴。2001 年索羅斯到香港時盛讚香港之金融防火牆堅固，意思他敗陣是因

為人家防守力強，並非他的攻擊力出了問題；是守門員好波不是前鋒發軟蹄。 
 

         金融風暴始於 1997年 7月，由於泰國放棄聯系匯率而被衝擊，開始之時香港不知大難臨頭還自動獻身借出

10 億美元給泰國穩定市場。但索羅斯一出招情況就急轉直下。因為 1992 年他在衝擊英鎊行動中擊退了天下無敵

的 7 大工業國央行聯合行動，使歐洲匯率機制解體而至單一貨幣提早誕生。他在亞洲衝擊的主要目標是除泰國

外，還有馬來西亞、印尼及香港，因為都有聯系匯率。雖然也包括新加坡元但不是主力，只是沒有包括人民幣

因為它尚未成熟、尚未在自由市場浮動。南韓也受創嚴重要向國基會求助，台灣當時發展焦點不在金融市場而

在新竹科學園，傷害較次。因此整個亞洲之中新加坡、中國和台灣 3地受傷害較次；其餘因飽受衝擊而進行經濟

轉型。因為新加坡的地位、資金和體制都不及香港，所以索羅斯的世紀大決戰選在香港進行而擱置了其他亞洲

大都會。索羅斯雖然擊退了有 7大工業國支持的英格蘭銀行，名揚四海！卻擊不潰一個小小的香港。 
 

         索羅斯衝擊港元之方法為沽期指，港府在現貨市場接貨托市，導至隔夜錢率高達 300%。大利市畫面機全部

都是禦用經紀的掛牌，情況空前絕後。及後有不知情人士埋怨港府只救股市而不救地產，其實他救的是港元；

只不過可以看出來的戰場是在股市。當時港股總市值約為 2萬億港元，索羅集團總資產也接近 2萬億；所以他目

標是在港元而不是港股。基本上索羅斯是敗陣的，但香港沒有嚴格執行 T+2 制度而令他有殘餘資金去俄羅斯作

最後一擊；結果段羽而歸終止了亞洲金融風暴。2000 年美聯儲局 4 朝元老格林斯潘到港出席論壇之時，總統克

林頓特別叮囑他要考察香港的金融體系。2010年索羅斯進軍中國大陸市場，但總部卻設在香港 IFC的 35樓而非

大陸，也在香港大學舉辦連串座談會培育亞洲的接班人而非在國內大學舉行，看來他十分鐘情香港呢！ 
                       (……待續)                                                                         

  繼標普及納指創出新高後，昨晚又輪到道指創新高，為 27462.11 點，升 114.75。基於股升金跌的原理，金價又

回軟了。這市場定律不一定天天都會應驗，但遇上近期新高或新低則應驗率頗高矣。美股自去年 8 月打造最長牛市

後，又有不少溫馨提示說大市會掉頭，只是筆者認為不會崩潰，只不過不會像 2017 年連創 71 次新高那麼亮麗。總之

貿易戰無論傳出的是壞消息或好消息，它都是上升的。近期金價橫行，看著拋物線作支持與阻力，但天天都在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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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ly Trading :                                                            Profit At  獲利           Stop Loss 止蝕         

每日一單：                                 1506.00                       1494.00                  1510.00 
                         

Hedging: (Buy & sell simultaneously)  1506.50                       1518.50                  1502.50 

對  沖 單：(同時買入及沽出)                   1506.00                       1494.00                  1510.00 
                         

 

 

 
(Buying & Selling at same time)          

 

SELL at sight現水位沽貨
o1WLBUC  

 

Previous Day上日利潤  ＋ 6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280 

 
沽吃 6 買止 4 

Sell wins 6, buy cuts 4 

Profit 利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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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港金息口       Interest of HK Tael Gold                     2019年11月 
1 (二)   -30 11 (五) 0 21 (一)   0 1 (五)    0 11 (一)  21 (四)  

2 (三) -40 12 (六)  ／ 22 (二) 0 2 (六)  ／ 12 (二)  22 (五)  

3 (四)  0 13 (日) ／ 23 (三) 0 3 (日) ／ 13 (三)  23 (六)  ／ 

4 (五) 0 14 (一)     0 24 (四)   0 4 (一)  14 (四)  24 (日) ／ 

5 (六)  ／ 15 (二) 0 25 (五) 0 5 (二)  15 (五)  25 (一)  

6 (日) ／ 16 (三) 0 26 (六)  ／ 6 (三)  16 (六)  ／ 26 (二)  

7 (一)   0 17 (四)   0 27 (日) ／ 7 (四)  17 (日) ／ 27 (三)  

8 (二) 0 18 (五)   0 28 (一)   0 8 (五)  18 (一)  28 (四)  

9 (三) 0 19 (六)  ／ 29 (二) 0 9 (六)  ／ 19 (二)  29 (五)  

10 (四) 0 20 (日) ／ 30 (三) 0 10 (日) ／ 20 (三)  30 (六)  ／ 

      31 (四)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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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 HK218,400 2011 +US$629.90 HK 491,322 2019  +US442.5 HK345,150 

2018 +US242 HK188,760 2010 +US$169.90 HK 132,522 2018 +US239 HK186,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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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 (二)Tu 18:00 ☆☆☆ EU 歐盟 PPI 生產者物價指數 -0.5% -0.5% 

5/11 (二)Tu 21:30 ☆☆☆☆☆ US 美國 Trade Balance 貿易收支 -54.9B -53.0B 

5/11 (二)Tu 22:45 ☆☆☆ US 美國 PMI Comp 採購經理人指數 51.2 51.0 

5/11 (二)Tu 22:45 ☆☆☆ US 美國 JOLTs 職位空缺 7,051k 7,100k 

5/11 (二)Tu 22:45 ☆☆☆ US 美國 IBD/TIPP IBD/TIPP 指數 52.6 53.5 

5/11 (二)Tu 23:00 ☆☆☆ US 美國 ISM Non Mfg ISM 非製造業 52.6 53.4 

即市新聞摘要 
正在泰國出席東盟系列峰會的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表示，中美相對接近達成貿易協議，總統特朗普邀請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兩國準備好簽署首階段協議的情況下，前往美國，他對此持審慎樂觀態度。彭博通訊社引

述消息人士報道，北京曾經表示，如果習近平前往美國簽署首階段協議，希望是國事訪問的一部分，不過即使

不是國事訪問，仍然對習近平赴美簽署協議持開放態度，目前未有最終決定，中方正評估習近平願意在美國哪

個地點，與特朗普會面，並簽署首階段協議。 

 

美國正式通知聯合國，將會退出在 2015 年達成的《巴黎氣候協定》，一年後生效。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公布有關

消息，並重申總統特朗普在前年的講法，指協定為美國帶來不公平的經濟負擔。特朗普上台後，多次表明會退

出協定，但由於協定規定締約方，不可以在生效日起的三年內退出，因此美國需要等到當地星期一，才可以啟

動退出程序。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領導人在泰國曼谷，舉行第三次會議後發表聯合聲明，宣布 15個成員國結

束全部 20 個章節的文本及所有市場准入談判，並將盡快準備好完整法律文本，致力明年簽署協議。印度認為，

協定內容沒有回應他們的憂慮而不願意加入。聲明說，完成 RCEP 談判將展現成員國對致力共同打造一個跨區

域、開放的貿易和投資環境的承諾。RCEP 將顯著促進區域未來發展，為全球經濟作出積極貢獻，並成為多邊貿

易體系的有力支柱。聲明提到，印度有重要問題未得到解決，所有 RCEP成員國將通過合作，以各方滿意的方式

解決這些問題。RCEP 由東盟十國 2012 年發起，邀請中、日、韓、澳洲、新西蘭及印度參加，旨在通過削減關

稅及非關稅壁壘，建立統一市場的自由貿易協定。報道說，不少印度人擔心加入 RCEP後，將有大量低價的中國

商品湧入印度市場，還有來自新西蘭及澳洲的便宜乳製品，會擴大原就已經很大的貿易逆差。 

英國首相鮑裡斯·約翰遜和他的主要競爭對手工黨領導人傑裡米·科爾賓在脫歐問題上激烈交鋒，英國準備下月投

票決定應由這二人中的誰來帶領英國脫歐。 

 

約翰遜向科爾賓發出公開信，要求後者澄清自己的脫歐戰略，而科爾賓則指責首相約翰遜利用脫歐尋求一項削

減工人權利並增強美國公司在國家健康服務領域影響力的議程。在 12月 12日舉行選舉前夕，這樣的論調預示著

一場激烈的競選即將拉開序幕。 

 

美國聯儲局調查顯示，美國的銀行貸款經理在第 3季保持商業貸款標準基本不變，但收緊商業地產貸款條件，情

況與第 2季相似。受訪的貸款經理說，看到企業對商業貸款需求減弱，大多數貸款經理說，前景變得不明朗或不

確定性增加、對風險的承受能力降低，以及行業特有的問題惡化，都是收緊貸款標準的主要原因。調查亦顯

示，銀行收緊信用卡貸款，而住宅同汽車貸款標準保持不變。聯儲局調查了 76家美國的銀行，以及 22家外國銀

行美國分行同代理機構的貸款經理。 

 

 

 
恒指 ：27,511.78   -29.72                      上證綜指：2,971.58  -3.91                      道指 ：27,462.11  +114.75 

Hang Seng Index (10:00am)                   Shanghai Composite (10:00am)               Dow Jones (Closing)   

 



 

第 4頁                      БУЛЬЛИОН ЭКСПРЕСС               2019年 11月 5日(星期二 ) 

                    本刊自 2015 開始被翻譯成俄羅斯文在歐洲同步發行    This bulletin is being translated into Russian since 2015 

 
 

 

        
 

 

 

 

                                                                                   

 

Singapore &  Hong Kong  (21)   Asian Financial Crisis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occurred from July 1997 to Aug 1998, but major battle was in Hong Kong in August 1998. 

 

In July 1997, Thailand gave up the peg currency rate and George Soros launched out a clash to Asian currencies including 

those in Indonesia, Malaysia and Hong Kong. South Korea wounded so much that they need to ask help from IMF. The 

Chinese Yuan was not so matured and did not have free float in the market so neglected.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 was 

concentrated at their Science Park not in finance, Singapore does not have the situation of Hong Kong, therefore the major 

battlefield was in Hong Kong and became the Waterloo of Soros, even once he beaten Bank of England who was 

supported the invincible G7 central banks. 

 

The clash to Hong Kong dollar was unsuccessful and Soros was seriously wounded and he turned to Russia and thus 

defeated and ended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In 2001, Soros came to Hong Kong again and praised the financial firewall 

was so firm, which meant his failure was not a fault. In 2000, when Greenspan visited Hong Kong, President Clinton 

reminded him to have an observation on the financial system. In 2010, when Soros entered the market in mainland China, 

his office was set up in HK and not inland.  His seminars were also held in Hong Kong University to nourish successors. 

 

After the record high of S&P and Nasdaq, last night the Dow also broke the record. Because gold and stock should be in 

reverse proportion, therefore the gold retreated. For support and resistance better refer to Parabolic SAR, but they are 

changing every day. 

 
Daily resistance 是日阻力位 : 1515 - 1520          Daily supporting是日支持位: 1490 - 1495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

關係協定 (RCEP) 

成員國 

  澳大利亞 

  汶萊 

  柬埔寨 

  中華人民共和國 

  印度 

  印尼 

  日本 

  寮國 

  馬來西亞 

  緬甸 

  紐西蘭 

  菲律賓 

  新加坡 

  韓國 

  泰國 

  越南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E%B3%E5%A4%A7%E5%88%A9%E4%BA%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B6%E8%8E%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F%AC%E5%9F%94%E5%AF%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BA%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BA%A6%E5%B0%BC%E8%A5%BF%E4%BA%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0%81%E6%8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6%9D%A5%E8%A5%BF%E4%BA%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C%85%E7%94%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8%A5%BF%E5%85%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F%B2%E5%BE%8B%E5%AE%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5%8A%A0%E5%9D%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9%9F%A9%E6%B0%91%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B0%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6%8A%E5%8D%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