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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是全球共通的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英语也会成为工作中的必备技能之一。学习语言要从小开始，而且讲究“耳濡目

染”，不能单靠“死记硬背”，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为前提，通过听、说、读、写、唱、玩、演等方式，让学生培养出学习的

主动性、积极性，从而形成初级语感、语音、语调。

“启慧英语学习角”正式落成启用的当天，百利好金融集团数十名员工与香港“脑之家”的义工一起为浏阳东门完全小学的学

生带来了一堂别开生面的英语课。学生们与百利好员工一起分组，在香港“脑之家”义工的带领下学习英语歌曲，而且还相互

表演、用英语交流。整个教学过程中，学生们都非常投入，玩得十分开心，通过“启慧英语学习角”有趣的教学模式，学生们

都很快地掌握了当天的英语教学内容。

香港慈善机构“脑之家”赠与百利好感谢
状，以表彰百利好对慈善项目的支持。

教育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非常重要。国家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就是为了让孩子在成长的黄金时期能得到良好的栽培，学习

全方位的基础知识，开发大脑智慧。百利好金融集团一直以来都热心社会公益事业，过去也为许多偏远地区的学校打造更

好的教学环境，让他们享有更优质的教学资源去学习。

11月12日，由香港百利好金融集团全力资助，香港慈善
机构“脑之家”承办的浏阳市东门完全小学“启慧英语
学习角”正式落成启用，这是百利好金融集团第三次与
香港“脑之家”合作，共同为偏远地区的孩子打造优质教
育环境、提供完善的教育资源、传播先进的教育方式，期
望让学生能体验不一样的英语学习模式，激发他们对英
语的学习兴趣，让他们在玩乐中“耳濡目染”地打好英语
基础。

百利好金融集团用心

关注学生们的学习生活，课堂

之后跟随学校校长走访了学生们的生活宿

舍，切身实地地了解学生们的生活状况。香港“脑之

家”和百利好金融集团还为学生们带来了大批丰富的教学用

具，以及过冬御寒衣服，学生们收到礼物后都非常开心。百利好金融集

团中国业务部总监表示，希望“启慧英语学习角” 能帮助各位同学更好地掌握英

语这门社会技能，让东门完小继续培养更多对社会有贡献的优秀人才，将百利好金融集团的

慈善精神继续发扬下去。

本次“启慧英语学习角”启用活动受到了湖南省政府侨联办的重视，同时也引起了当地媒体的关注，湖南省侨办与《湖南

日报》记者全程参与了本次活动，相关报道可查阅《湖南日报》旗下“新湖南”客户端：http://bit.ly/2fbvtM7 ，或者浏览

中国侨网：http://bit.ly/2eZHvKP。

百利好与“脑之家”合作，为孩

子提供完善的教育资源。百利好与“脑之家”合作，为孩

子提供完善的教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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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有可能再次反弹
笔者预计短期内黄金价格会下跌的原因是因为市场在消化当

选的唐纳德·特朗普的财政政策。由于市场等待特朗普的更多

政策细节，不能排除黄金价格会进一步下跌。除此之外, 在市

场上有一些希望认为特朗普的政策可以摆脱之前的经济窘境，

并制定促进增长的政策。但市场仍存在不确定性，黄金将继

续上涨，还是继续价大跌幅, 就要看特朗普政府如何支付他

的基础设施计划，如果特朗普如当选前所言，大兴土木，美国

通胀将会加快，并增加美联储在十二月加息的可能性，不利于

金价的攀升。但其选前选后态度的极端变化，和对媒体政策提

问的避讳又令其政策前景更加暧昧。此外，如果市场预期美国债

务可能出现增长，通货膨胀压力加大，那么金价或将再次反弹。

12月: 不要忘记美联储和意大利修宪公投
在特朗普这匹黑马跑出之后, 投资者应放下美国大选后的“噪音”，而着眼关注低利率的长期趋势。随着市场

接近12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黄金价格可能继续下跌。但一旦美联储没有加息，将继续看到一个长

期的负利率到低利率，绝对有利黄金价格的攀升。笔者认为美联储12月的加息概率高于90％, 期望与11月初

相比增加了近20个百分点。美联储若如外界所料在12月份加息, 美元必然得到提振, 大量资金将由避险资

产的黄金市场流出, 届时金价将下行至1211美元关键支撑位下方，预计价格将在短期内测试下一个支撑位

1200或1166美元/盎司。若美联储收回加息的前言, 金价将稍稍得到提振, 有机会向上测试1231美元/盎司。

其次，意大利将于12月4日举行修宪公投。 这场原意巩固现时政府政权的投票似乎并不如意，据事前民调

显示，反对派人数占了调查人数的一半以上， 而支持修宪的人数只占了四成。虽然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总

统大选的结果都与民调背道而驰，令大部分人“跌破眼镜”，但意大利公投会否继这两场重大事件后成为第三

只黑天鹅呢？如果公投失败，现任政府可能失势，意大利或将步上英国的后尘。届时风险情绪将会攀升，黯

淡的黄金市场将有机会重见曙光。

在美国大选的惊人结果之后，黄金价格突破低于关键支撑位水平，自11月第一周中以
来已经出现强大的抛售压力。周五，黄金价格周一下跌至每盎司1,224.30美元，一
周下跌超过6％，是自2008年3月以来最大的一周下跌幅度。黄金价格也从每盎司
1338.30美元的选举夜高峰下跌超过100美元。

美国总统大选后的美国总统大选后的

（笔者: 沈智宏）

美联储

图片来源：oxu.azstat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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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

图片来源：i.imgur.com



“土豪总统”
特朗普的投资生意经

可能是史上最爱黄金的总统
正如特朗普在竞选时候所说，这位美国准总统真的“很有钱”—不久前外媒

曝光了特朗普位于纽约第五大道的三层复式豪宅内景，其装修的奢华程

度瞬间就把白宫比下去：地板、墙壁和柱子都是大理石制成，盘子、吊灯、

花瓶、装饰都镶着24K黄金！室内装饰尽是金碧辉煌的风格，能看出这位“

土豪”总统非常喜爱黄金，而且无处不用黄金来彰显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相

对于白宫的简约、庄严的风格，不少网友担心特朗普入住白宫会不习惯。

家族传承的投资思维
特朗普出生于一个投资创业家庭。特朗普的父亲年轻时已经开始创业发家，他发

现房地产生意颇具“钱”途，于是创立了“特朗普公司”，专门在纽约市皇后区及附近

地区兴建并经营中型公寓，供一般民众租赁或购买。

特朗普从小就开始接受投资教育，三岁就开始听父亲与客户进行商业谈判，十岁就

已经知道怎么盖房子做生意。但他比父亲更具野心，他不想做普通的房地产商。他

知道花在小型项目上的时间和精力，其实和花在大型项目上的时间和精

力一样多，效果则完全不同，他决定只做大项目。特朗普看出纽约市的经

济潜力，于是在大学毕业后随即通过父亲的公司去实行他的宏图大计—

不再在纽约郊区建造廉价房，而是要跑到高大上的曼哈顿建造豪华大楼，

赚取更高的利润。

1975年，特朗普以1千万美元买进邻近纽约中央火车站的破旧旅馆，打算

重建成高档酒店。特朗普成功说服政府给予40年的减税优惠，并顺利办

妥贷款手续。此后经过五年的运筹帷幄， “君悦大饭店”于1980年竣工—

这是特朗普房地产事业上的重要里程碑，其新颖亮丽的外貌和高档别致

的风格吸引了络绎不绝的宾客，至今仍生意兴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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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赌敢博，不断创造人生高峰
对于特朗普来说，冒险已成他的人生乐趣，他时常因赌性和胆量故意在投资与交易时违反常规。在商场竞争激烈时，多数人的

做法是减价求售，而特朗普恰恰反其道而行，越有劲敌相争，越抬高价格，坚持以其独树一帜的交易手腕在商业界一路向前。

由于多年来，在政经界建立了深厚的人脉关系，特朗普轻而易举地扩张信用，投资手笔一次比一次巨大。他甚至傲慢地以“特朗

普”之名为保证去贷款，而数家银行都愿意随时提供他千万美元的贷款金额。投资“有价值”的项目是特朗普的商业宗旨。特朗普

逐渐将投资范围延伸至房地产以外的行业，继续攀越更具挑战性的高峰。他的经营业务由房地产业扩大到了旅馆、饭店、赌场、

溜冰场，并曾巨额投资美国橄榄球联合会，从而跻身于美国富豪之列。

即使濒临破产，这位成功的商人依然能东山再起。1990年初，特朗普经历了最艰难的时期，他濒临破产，个人债务则高达9亿美

元。但他以略带幽默的沉稳坚毅态度继续着他的商业探险，对资金进行重组后特朗普重建了他的商业帝国。1995年，特朗普再

度活跃于房地产、赌场、娱乐界、体育界和交通界的投资活动，财富和名声再一次迅速膨胀，他的身家很快又达到了20亿美元。

懂得为财富增值
特朗普非常有个人品牌意识，他所有的房地产项目都用自己的名

字“特朗普”来命名，他现在所居住的“黄金屋”就在曼哈顿商业区的

“特朗普大厦”的68层顶楼，而且其集团旗下的所有的跨界元素—

香水、美酒、飞机、游艇、餐厅、大学等，几乎都用他自己的名字命

名。特朗普懂得通过自己的名望，运用品牌效应来让旗下的财富不

断增值。

作为美国成功地产商的典范，特朗普做房地产的生意经可谓是商业投资的致胜参考。他认为，从来没有不变的地段价值，地段

价值有时候和流行趋势密切相关，即使是一块很普通的地段，但是只要吸引到合适的人，它就可以为你创造价值。而事实也证

明了特朗普这种投资策略的成功。特朗普总是会拿下当初看上去很不起眼的地段，然后通过地段增值，最后实现低价买进高

价卖出，于是他的财富总能翻倍增长。

无论外界如何质疑，特朗普在商业上的成绩无可非

议。特朗普是一位商界奇才，如他所说：“我一生中

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出自一个商人的眼光，这是本

能。”在商人眼中，看到的都是财富，而人生就是一

盘又一盘的生意，能经历风雨依然东山再起，并且

懂得通过不同方法赚取财富，就是人生赢家。

本月
专题

本月
专题

特朗普这套位于第五大道上特朗普大厦顶层的三层
连体公寓估值1亿美金。进入大门前的满眼金碧辉煌。
图片来源：archpaper.com

特朗普超豪华大楼内景
图片来源：am-elsalv-cdn.agilecontents.com

特朗普超豪华大楼内景
图片来源：toratora.gr

特朗普超豪华大楼内景 图片来源：static.celebuzz.com

特朗普的办公室
图片来源：hk.aboluowang.com

特朗普酒店
图片来源：img.mp.itc.cn

特朗普香水
图片来源：s-media-cache-ak0.pinimg.com

特朗普伏特加
图片来源：theresurgent.com

特朗普大学
图片来源：assets.nydailynews.com

特朗普飞机
图片来源：mavinaseven.com



受惠于内需尚殷，国内多个经济数据向好
按照多个重要的新数据作评释，最惹人注目者当然为(一)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採购联合会(CELF)

联合发布制定的两大指数，特别是(I)制造业採购经济理指数PMI，在2016年10月份所达的51.2，较9月及8月份持平于

50.4要高凡0.8个百分点之普，不仅扭转7月份陷49.9和稍见收窄困境之余，三连升确认重新回复至扩张轨道，乃有

赖(i)生产持续好转，分类指数于10月份达53.3，相对于9月份的52.8高0.5个分点，因(ii)整体新订单不仅保持连续八个

月扩张之态环，分类指数更于10月份达52.8，远远高于9月份所达50.9凡1.9个百分点之普，而未为(iii)出口新订单的于

10月份仅为49.2和环比回落0.9所拖累，相信是受惠于内需尚殷。
个别与外需有关的数据表现有待改善，但暂时不足以忧

要是美国及欧洲等主要市场的

经济和需求有改善，制造业的

出口新订单逐步回复稳定温和

的扩张，便可使PMI和货物出口

情况保稳且向俏。

和(II )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

于2016年10月份达54，较对上

月上升0.3%，相对于9月份53.7

的月环比略升0.2个百分点有所

提速，二连升基本确认止住8月

经济四季度开了好头

料可保稳增
特朗普在竞选美国总统之时，并未有十分明确和较为具体的政、经政策理念，
故当选之后，环球一众对其政、经政策也就大有讳莫如深之概，得待他入主白
宫前后的最新言论，始可作出踏踏实实的解读和推测，此当然包括中、美政经
关系。如暂时舍乎特朗普因素，则中国经济于2016年四季度因开了个好头，全
季稳定发展可期也。

份53.5略环比回落0.4个百分点之态，乃因(1)服务业有稳定较快的发展，且在(2)销售价格有明显回升的情况底下的

上升，使(3)从业人员就业情况渐见稳步，即使(4)建筑业的商务活动略见扩张力度略见放缓和(5)新订单的膨胀力度

低减，但(6)整体商业务活动预期持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表现企业对近期的市场发展继续保持乐观态度。

无论制造业与非制造业的生产及商情，都处于温和扩张轨道，故个别与外需有关的数据表现有待改善，暂时不足以

忧。尤其是(二)货物进出口中之 ，(a)以美元计算的出口度达1,781.78亿美元同比减少7.3%，相对于9月份1,845.08亿

美元所减的10%要少减2.7个百分点，但减幅仍远高于8月的1.2%和7月份的4.4%，而(b)以人民币计算于是月所制造

的出口商品缺乏竞争力。达1.19万亿元人民

币同比减少3.2%，此与欧美市场需求仍相

对恁弱的情况有关。

更为重要之处，为(三)内需仍普遍保持稳定

甚至较快的成长速度，其中全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值保持双位数増长的同时，更徐徐

升温和提速，而规模以上工业増加值、固定

资产投资(不含农业)等重要经济环节亦不

断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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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伟成
资深财经评论员、NOW财经台评论员

经济四季度开了好头

料可保稳增

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

图片来源：himg2.huanqiu.com

中国制造业
图片来源：radioaustralia.net.au图片来源：radioaustralia.net.au

图片来源：si.wsj.net图片来源：si.wsj.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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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铁路基建股，
须依照有序之发展形态进行选择及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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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伟成
资深财经评论员、NOW财经台评论员

铁路基建股2016中期业绩增长

中国铁建（1186）

中国中铁（390）

中国交通建设（1800）

中车时代电气（3898）

中国中车（1766）

58.22亿元

51.16亿元

72.58亿元

12.86亿元

47.95亿元

内外建设投资有序

在香港上市的一众铁路基建企业，不仅受惠于国家不断积极强化铁路、城轨等集

体运输(Mass transportation)建设支持，亦因“一带一路”的长期发展予人以良性

和正面的憧憬，而买卖此类股份需要注意之处为(I)最先获益者当然是铁路基建建

设工程集团，紧接著便是与系统讯号有关者，还有以製造各类车种的铁路装备的

企业，当(II)铁路建设具宏观性的“四纵四横”计划完成后，便会是城与城、区域与区

域间的铁路建设，和(III)主要城市市内的城轨和城市基础建设，故须依照有序之发

展形态进行选择及买卖。

中国铁建、中国中铁多赚，表现较佳

中车时代电气、中国中车受惠稍告滞后

同样值得留意者，为各铁路基建股的业务业绩随著中国境内的铁路基建投资的发展徐徐改善，以2016年中期业绩为例：(i)中国

铁建(1186)赚利58.22亿元(人民币，下同)同比増加9.2%，较上年中期3.4%涨幅多増5.8个百分点，(ii)中国中铁(390)多赚11.8%

达51.16亿元，扭转2015年同期少赚12.7%之象。续见増长有(iii)中国交通建设(1800)赚72.58亿元同比上升6.5%，(iv)中车时代

电气(3898)多赚5.5%达12.86亿元，和(v)中国中车(1766)纯利47.95亿元而升2%。凡此，可见相关股份的业积稳中向俏，重点有：

 (甲)中国铁建和中国中铁之能够多赚，表现看来较其他铁

路基建相关的股份为佳，主要原因乃(1)两大企业所作经营

的工程承造或基建建设、勘察设计及谘询等，属铁路投资

建设的先行发展的项目，而(2)二企业绩却很主要受惠于房

地产开发利颇丰所致，但(3)前景值得憧憬因：中国铁建期

内新签合同涉资3,756.78亿元同比増加18.2%，使未完成

合同达1.835万亿元，和中国中铁新签合同涉资3,586亿元

同比増加29.6%，未完成合同达1.528万亿元，该可长期保

持稳定向俏的业绩表现。

中国交通建设的建设务发展不错：收入1,501.74亿元同比即使仅増1.5%，但经营溢利106.79亿元则大増37.1%，有赖铁路建设

收入激増5.2倍支持，和抵销疏浚、装备製造等板块少赚所造成的负面影。

铁路建设计划受惠稍告滞后的，为(乙)中车时代电气，理由为其所

产销者为机车牵引变流器和助供电系统、动力组牵引变流器、城

市轨道牵引变流器、列车行车安全装备等，都要在铁路建设的中

后期才能够用上，接单亦会稍迟。

同样稍迟获取订单者，有(丙)中国中车，因所生产的是铁路装备

如机车、客车、动车和货车；亦进行城轨基建，和有新产业、现代

服务。

至于海外业务，亦颇有进展：中国铁建未完成合同中有3,629.4亿

元和佔比19.8%，相信“一带一路”会使各铁路基建企业的业务及

业绩渐次有序地改善。

图片来源：image.baidu.com

图片来源：wiki.mbalib.com

图片来源：chinadaily.com.cn 图片来源：finance.china.com.cn

图片来源：ztxdjc.com

铁路基建股受惠

此专栏乃个别投稿者人士之意见， 其内容并不代表百利好智库研究有限公司之立场。 



美元难脱长期下跌定律美元难脱长期下跌定律美元难脱长期下跌定律
因特朗普意外胜出选举增强了他的基建支出及减税措施将提振美国经
济的预期，美元延续特朗普胜选以来的强劲走势，升至近十四年最高点，
公债收益率也继续大幅攀升。不过笔者认为，美元难以摆脱长期下跌定
律，主要有以下四大原因 :

笔者预料未来12个月内美元有机会会转弱，欧元兑美元或将指向1.14，重要原因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可能会削弱经济提升，

而且令推高通胀的成本提高。还有下个月意大利将开始进行公投，明年2017年荷兰和法国亦将进行大选。以上原因至少会对欧元

的走势产生动荡，但是欧元区的国际收入及支出的经常项目顺差和避险德国国债的吸引力将会为欧元提供一定的支持。

英镑是特朗普当胜以来表现最好的货币，英国财政大臣哈蒙德暗示有几个要点, 未来会增长基础建设支出，增建房屋和向企业提

供英国脱欧盟的补贴，以及帮助公司去克服脱欧所引起的担心和投资。1.2330将会是强力支持，建议英镑1.2350区域做多。

因美国通胀预估提高，美国10年期国债回报率和商品价位上扬的预估加强，这也成为美元兑日元走势的支撑因素。因此，除了其他

方面，美元兑日元潜在的升值压力来源于巨额经常帐户盈余，笔者预估美国通货再膨胀会将进一步促进证券投资流出日本，同一时

间美元资金较高的外汇对冲成本有机会施压日元，预估美元兑日元目标为115。 （笔者: 冯子康）

英镑

欧元

日元

作为世界储备货币贬值倾向是必然有的, 而美元是其中之一。其他国家想得到国际贸易所需的美元，就必须要向美

国出口自己的商品或输出劳力。这即是说美元如果不停支撑起每年增长的全球贸易，美国政府就必须去增加贸易

逆差，但是长期贸易逆差会损害货币坚挺程度。

美国作为全世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美元贬值倾向是固然的。1980年以来，全世界出现非常明显的几个自由化，包括

资本流动自由化、贸易自由化和汇率市场化共同构成了华盛顿共识的基础。美国产业资本大部份转移到发展中国

家，最初是南美，接着是东南亚，然后是中国。南北两个要素体系的价差给予资本流动充足而且持续的流动动力，

不断的产业转移带来美元的卖出压力。

作为信用货币，美元贬值是必然的。信用货币系统下，各央行为了追求较快的经济成长速度，在面对通胀还是通

缩的选择时，从来都不想通缩的。2008年金融海啸将各国央行的增发倾向推到了一个高潮。海啸后的一年时间

里，美联储货币化的债务高达1.5万亿美元。

作为现有金融体系的支柱，美元贬值倾向是必然的。金融是综合国力之争的一个镜像，美国现在是这个世界上独

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如果全球格局从单极世界向多极世界演变，美国独一无二的地位将发生动摇。体现在国际金

融领域，是我们看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改革，是欧盟不断挑战美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核心利益。以上都

是构成了美元长期走弱的四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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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或解除石油钻探限制特朗普或解除石油钻探限制

月报原油产量创新高IEA月报原油产量创新高IEA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令油市的不确定性增加。特朗普在竞选

时曾提出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特朗普, 上台后要解除对石油

等传统能源业的钻探或采矿限制，并会放开对美国能源业的

限制，推升美国原油产量。市场人士认为,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

发布行政命令，大规模采用美国蕴藏的叶岩油、叶岩气、天然

气、等化石能源，在维持美国空气清洁的前提下，让美国取得

全面的能源独立，让潜在价值高达50兆美元的能源储备能发

挥创造数百万就业机会。 特朗普鼓吹叶岩油增产是保持美

国能源独立性地位的关键，以此来稳固在国际油市的地位。

特朗普或解除石油钻探限制

国际能源署(IEA)本月公布的原油市场报告，石油出口国组织(OPEC) 10月原

油日产量增加至3383万桶，增幅创历史新高。国际能源署(IEA)在11月中指出，

9月在阿尔及尔（Algiers）的会议提出将每日产量冻结在3,250万桶至3,300

万桶，意味着供应过剩的情况已再出现, 已响起了大幅减产的警号。消息令到

市场人士担心本月底石油出口国组织(OPEC)举行的会议，若未能达成减产协

议，2017年全球油市将连续第三年呈现供应过剩，或会对油价造成压力。油

服业能否转势，减产协议将成为左右油价的关键。

纵使10月原油产量增幅创历史新高，惟俄罗斯总统普京扬言，俄国已准备好参与石油出口国组织(OPEC)达成的冻结或减少

产量协议，也会要求其他产油国一同采取行动。石油出口国组织（OPEC）将会于11月30日举行正式会议。笔者预期，非OPEC

成员国的俄罗斯此举行为或会对其他OPEC成员国构成压力，有望达成减产协议，预料产油量或会每日减少约100万桶，有利

油价，有望于低位对带来强力支持，预期2017年上半年纽约油价目标上涨至每桶55美元。

IEA月报原油产量创新高

俄罗斯准备好参与减产

（笔者: 郑暐澄）

图片来源：wukongshuo.com

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称(Faith Birol)

图片来源：waihui114.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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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集团
购外企资产提质拓市取佳绩

黎伟成
资深财经评论员、NOW财经台评论员

有若干外国媒体最近对中国资本的企业集团频频到以美、欧为主等环球各地收购资
产，认为此属“显然是竞争能力不及外资，于是索性把外企买下来”之行，实有贬意，
即使此说也许会抓到一些实例，但相信有颇不少中资企业如欧美资本企业同样要通
过并购更深入、直接地引入外来的专业、技术特别是人才，和更快地拓展国际市场，
其中最是成功的例证，就是联想集团(0992)。

收购美国IBM电脑硬件资产后，
现处亏转盈佳况

联想集团近年先后收购美国国际商业机器IBM、摩托罗拉等指定资产，千辛

万苦通过重组、改进和发展，更付出业绩亏损的沉重代价，如今基本处亏转

盈佳况。最重要者，为联想集团(一)于年前收购美IBM的电脑硬件资产后，曾

穷多年重组之努力，使个人电脑业务于截至2016年9月底为止的2016至17年

度的业绩，显示取得预期良性成效和业务稳定发展：(I)营业额147.98亿元(美

元，下同)同比减少8%，较上年度同期少减1个百分点，和在整体营业额佔比

重提升3个百分点至70%，税前溢利7.75亿元更升3%及扭转上年度减少13%

之象，税前溢利率亦上升0.2个百分点至5.26%。

形成数据、电脑、移动业务“
三体合一”发展，憧憬无限

  2019

再看(II)销量。全球个人电脑销量2,770万台同比减少3%，比市场平均所减的4%少减1个百分点，市佔率亦上调0.4个百

分点至21.5%，其中(i)商用电脑销量微升，表现略优于市场之持平，市佔率则升0.6个百分点至23.1%，而(ii)消费个人电

脑销量同比减幅较市场少减1个为8%，市佔率仍维持于19.7%水平。

经过收购IBM电脑硬件的专业、技术和品牌，引入联想的个人电脑生产，再(III)以提升了素质的产品，积极由中国市场拓

展尤以亚太地区的市场，使现时包括中国市场在内的环球个人电脑市场每5台新电脑的销售中就有1部是联想所产。

正因为收购IBM的电脑硬件业务取得成功，由是联想集团(二)

继而收购摩托罗拉的智能手机业务，现时一若个人电脑业务年

前般处于重组和整固的重要阶段，故移动业务又无可避免地有

(1)税前亏损2.77亿元，但此数相于2015至16年度中期所蚀的

5.09亿元少蚀2.32亿元或45.5%，此乃(2)移动业务总收入同比

由上年度之增65%转减10%，因要专注中高价移动手机业务发

展，暗示放弃中下价者。即使智能手机全球销量同比大减28%，

唯是一度之环比增销3%，和二季度环比更是增销25%。

和(三)数据中心业务，收入21.68亿元同比由增5.63倍转跌4%，

税前亏损1.4亿元同比大幅增加91.78%，要争取“大数据”年代来

临之益，投资伊始先蚀，不是问题，尤其是数据中心可配合个人

电脑、移动业务成“三体合一”发展，憧憬无限。

联想集团股东应佔淨溢利于截至2016年9月底为止2016至17年

度半年达3.3亿元，即使此数涉及资产配置措施费用1.36亿元

和有一次性出售物业利润2.06亿元，相对于上年度同期蚀6.09

亿元，而有重组成本5.99亿元及一次性费用3.04亿元，仍可称

之为佳绩。

2016年6月9日，联想集团在美国硅谷举办了第二届全球科技创新大会。

图片来源：giridhar.co.in

图片来源：venturebeat.com

图片来源：venturebeat.com

图片来源：
galazxynews.blogspot.hk

图片来源：techsi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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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补的艺术 
大调整机率低
特朗普一句：“We must unify our country”, 我们必须把国家团

结, 是特朗普宣誓总统前艰巨任务。快将卸任奥巴马总统知道选

举结果后的发表：“We Americans are all on one team”(我们

美国人同一阵线)，突显气一度。现在市场相当有效率，赚钱要伤

脑筋。特朗普说要每年经济要有4%“真増长”不知道能否实

现? 从芝加哥恐慌指数CBOE VIX角度看在12-15以下依然大

好, too good to be true, 有点儿难以置信。我相信2016大

调整的机率偏低，最坏打算，道琼斯指数从最高点调整15%。

美国总统大选前，金价飙升。现在尘埃落定，和11月8号美国

总统大选时金价飙升至1344每盎司美元已回调不少。现在的

不确定性绝对不要低估。祝圣诞快乐，2017再谈！

特朗普真考验 
组织内阁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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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冲手记 钱志健
钱志健 (Edward Chin) 是资深对冲基金经理，投资经验逾20年。曾任全球大型英国伦敦上市对冲基金地区主管，目前为一
间家族资产公司董事局成员，擅长流动与非流动策略，以环球长短仓为主打。他曾撰写金融著作多本，分享投资与人生智慧。
钱氏于2006年组织哈利车队 Ride 4 Hope，盼望在金融以外做点有意义事情，作另类赢家。电邮: edckchin@gmail.com

很高兴《对冲手记》第一次在《智库》杂志和大家见面。笔者曾在以英国最大型对冲基金当
地区主管，研究不同长短仓为主打的投资策略。《智库》是月刊，我希望用多一些金钱狩猎的
个案、 操盘经验令读者得到更大启发。金钱狩猎以外，更要“心灵排毒”。我会以一个身处
球村内、以香港人、国际投资的角度看世界，中英夹杂，最重要是要不会框着自己，聚焦世界。

20162016收炉收炉

迎接新开始迎接新开始

距离1月20号， 美国总统就职礼相当接近。 12

月《智库》出版之时，特朗普的交接团队应该已

完成了几个重要任命。正如特朗谱主持的《学

徒》（The Apprentice) 的一剧当中，谁会被“被

钉走”, You Got Fired, 令到一撮人实在人心惶

惶。笔者对特朗普赢了会以审慎地乐观去看。有

两会监察政府施政，总统不能乱来。话虽如此，

特朗普的“过渡团队”（transition team) 的混乱

情况吓坏人: You Got Fired! 不少人在旧班子不

可以留低。美国SEC证监会主席玛丽·怀特将会在

特朗普上任前离开，震惊美国投资界。这位有超

过20年的联邦检察官，在2008年金融海啸执行

“多德.法兰克法案”（Dodd Frank Act）具争议性，指明要加强对掉期(Swap) 及场外(OTC) 衍生工具的监管。其实有

很多原本在美国本土的操作基金大量离开美国本土转战第二些地区“起坛”；新加坡及香港当然也是受惠地区。玛丽·

怀特在SEC 证监会主席一职并非全职工作。麻省参议员沃伦对她绝不留情，认为玛丽·怀特及她丈夫的律师事务生

意有违中立原则。在“新人事、新作风”特朗普上场前自己离开，表面上更加“好看”。特朗普还未胜出前，也说过要炒联

储局主席耶伦。耶伦并非共和党员中人，货币政策会否和新届政府磨合难以预知，但最新消息又指，耶伦可留任至

2018年2月，她的合约限期。既然耶伦合约定了，12月开始加息周期机会率加大。

WE
MUST
UNIFY
OUR
COUNTRY.

特朗普从2003至2015年担纲《学徒》的主持人。

图片来源：chinadaily.com.cn 美国SEC证监会主席玛丽·怀特

图片来源：fortune.com

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

图片来源：bd-pratidin.com图片来源：bd-pratidin.com

联储局主席耶伦

图片来源：telegraph.co.uk

此专栏乃个别投稿者人士之意见， 其内容并不代表百利好智库研究有限公司之立场。 



那么未来黄金价格走势将如何运行?

1、美联储发表鹰派言论利空黄金，12月份加息预期兑现黄金加速探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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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冰点金 张万瑞
破冰点金，原名张万瑞，国家认证高级黄金分析师，贵金属高级交易师。CCTV证券资讯频道特邀讲师，主讲《黄金投资实
战宝典》音像课程，财富讲坛出版破冰主讲的《黄金实战指导操作》光盘，著有《黄金投资秘籍》系列丛文。

众所周知，影响黄金价格的因素众多，其中重要的包括:美元走势、国际政治因素、金融危机、通胀因素、利率因素、世界经济

因素、避险情绪、供需关系等等一系列综合因素共同的结果。商品的价格高低是由供求关系来决定的，供大于求价格下跌，

供不应求则价格上涨。然而，黄金作为国际金融资产与硬通货，其供求因素只是决定黄金价格的次要因素，黄金市场的主导

因素是货币因素、金融因素，即大国的货币政策、大国经济政策、大国经济数据以及美元走势，另外国际投行的态度，全球资

金流向及黄金ETF等大型机构占主导因素，受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带动的避险情绪主导，今年的黄金经历了三个阶段。

美元指数再度刷新十三年半新高，受联储官员升息言论和特朗普新政刺激经济预期支撑，它的走向仍然是近期市场的焦点，之前

耶伦并没有明确说美联储将在12月13-14日的政策会议上采取行动，但她在国会一委员会作证时表示，加息可能相对很快。金价

跌至五个半月低位，受美元走强打压。金价周五下跌至5月底来最低水准，因此美元急升至逾13年半高位，市场预计美国下月升

息和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将增加财政支出。从月线上来看，去年12月是美联储近十年首次提供利率，也就是加息，当时破

冰指出什么时候确认加息，黄金什么时候开启上涨格局，并且果断于1063布局做多至1263波段获利。而在同时，美指冲上100关口，

加息之后，金价自低位反弹，而美指高位回落。今年从年初就一直炒作加息，但美联储迟迟不见行动，加息节点再次拖到了今年的

12月，和去年相比的是，美指在特朗普当选后更加强势，已经突破了去年的高位，而金价在经历脱欧避险后，也是有所腾飞，虽然

近期在美指强势及加息预期打压下，大幅回落，但整体表现依然强于前几年。

2、金矿将减产黄金下挫空间有限
当金矿的供给开始下降，并且人们开始意识到所将产生的影响时，黄金将迎来不可思议的牛市。从中期来看，未来五年内现

有金矿的产量将会下滑10%左右。不过，黄金的稀缺性对于黄金市场来说是一件好事，现在黄金行业正逐渐达成黄金产量

即将到顶的共识。这个重要的基本面因素终于不再被市场忽视，“黄金产量见顶”很快就要成为现实，而这将对黄金价格产

生重大影响，这必然是利好黄金市场的重要基本面因素。

3、人民币汇率走低支撑黄金上涨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黄金需求国，人民币的贬值，将会激发中国人对黄金的需求，使其黄金增值保值的特性体现出来，从而

会抬高黄金价格。致使外汇会流出中国境内，一旦发生，中国经济会出现相应波动，投资者也会产生避险情绪，从而促成

黄金买盘，黄金价格也就随之上扬。人民币汇率波动对黄金的影响作用或成为2016年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而人民币贬值

或成为开启黄金上涨周期的第一推动力。

上图现货黄金月线图，黄金自1046探底，布林走平，价格处于上轨与

中轨之间，月线布林中轨1200位置，布林上轨1336的压制，十一月份

黄金收阴成为大概率事件，而十二月份美国加息定时炸弹对盘面影

响较大，我们参考过去布林中轨，黄金价格虚破后次月收于布林中轨

上方，而此次黄金的下挫有望与前次走势相似。 上图是现货黄金的日线图，日线保持在短中长期均线

之下，价位偏离均线，指标超卖，背离，价格维持在布林

下轨1167-1246区间内波动。

上图是现货黄金周线图，周线上涨五浪，下跌ABC浪调整完毕后将展

开反弹，超标超买。

综上：黄金受特朗普大选周期美元指数上攻创下2003

年3月份以来的新高，同时12月份加息预期增加导致黄

金刷新新低，从趋势上来讲黄金后势还会继续下行，

但在下行之前黄金将会迎来一波反弹，从以上基本面

及技术面的共振支撑，建议1182-1170附近分批布局波

段多单，目标锁定1230一线。（文：破冰点金）

1、加息尘埃落定后黄金开年从1046一线上涨，至六月中旬价格触及至1303一线调整。

2、英国脱欧黄金自1250一线大涨推高至1375。

3、1375因美国加息的预期下挫及美国大选黄金反弹1338一线连续下挫至1170。

一：基本面

二：技术面
月线中轨支撑 日线背离及超卖

周线均线支撑，指标超卖及macd买点机会

以多为主目标12301230以多为主目标

图片来源：wallstreetcn.com

为何黄金会一路下挫？我们知道炒股要听党的话，炒黄金要听美联储的话，美联储主席耶伦在讲话中鹰派意图浓重,而这几

乎肯定了12月15日(周四)北京时间凌晨3点美联储将会兑现加息，受此影响,国际现货黄金价格再度大幅下挫。

1、之前美联储官员陆续登场发表鹰派言论，不断推高美联储12月加息预期，直至美联储主席耶伦和多位票委讲话之后，市场

对美联储12月加息的概率推升至100%。

2、特朗普当选下届美国总统美元指数升破100大关，飙升至十三年半高位，而黄金震荡下跌创五个半月新低。

3、ETF减持创下2013年7月以来最大降幅，CFTC数据显示黄金空头占优;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数据显示看跌黄金空头期

权上升。

此专栏乃个别投稿者人士之意见， 其内容并不代表百利好智库研究有限公司之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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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冰点金 张万瑞
破冰点金，原名张万瑞，国家认证高级黄金分析师，贵金属高级交易师。CCTV证券资讯频道特邀讲师，主讲《黄金投资实
战宝典》音像课程，财富讲坛出版破冰主讲的《黄金实战指导操作》光盘，著有《黄金投资秘籍》系列丛文。

最后，EIA库存公布美原油库存虽大增，但汽油与精炼油超预期大减，令原油价格短线大幅反弹，直线拉升至46

美元附近，不过，随后冲高回落至45美元附近。

对于趋势我们要清淅的认识，原油在去年27起稳后反攻，在28附近我们通知大家不要空，站稳30后反多为主，目标坚定的

看到51一线目标，之后指出要回测头肩的右侧，51空至42平仓获利，指出40附近不要去空，中线39.60 40.60多持有上看。

近期产油国最新的会晤传出了一些乐观的消息，帮助油价探

底回升，一周内（11月14日至11月18日）最高触及46.45一线后

回落，目前油价对各国的减产态度十分敏感，尽管欧佩克减

产的利好消息不断，但美元走强令油价涨势受限，最终收盘

于46.32美元。目前OPEC官员正努力制订限制产量协议的细

节，缩小部分成员之间分歧，展现出落实8年来首个限产协议

的积极迹象。

美国地质调查局机构官员的言论表示，美国德克萨斯州西部

的广阔的页岩岩层可能贮藏着2000亿桶石油，将成为美国地

质调查局曾经评估过的最大油田。申克表示，众所周知，德州

西部地区的原油储量颇为丰富，但把美国地质调查局耗费大

量时间评估沃夫坎普页岩层地质构造和预估储油量，该地区

的未来潜力无限，因为不可能一夜之内全部开采完。

左图是原油周线图，原油

周线探底上攻，周线收出

一根探底阳线，周线上涨

趋势延续，周线有望构筑

头肩底形态，目前左右肩

及底部都形成，目前测室

颈线位，日线站在短期5、

10日均线上方，短线操作

以不破10日均线以多为主，

一旦起稳原油将继续挑战

51一线目标。一旦确认黄

金将向中期62进攻，一旦

下破43-40原油将会下跌

态 势，从目前 的 走 势，破

冰偏向原油中期目标向62

进攻。

综上：原油趋势是涨，小跌小多，大跌大多，前

期40附近多持有，本次43加多持有，空仓的投

资者待45-44一线以多为主，目标上看51 -62

目标进攻。（文：破冰点金）

原油持低多及逢低多

我们知道油价是一个波动幅度大的品种，
我们回顾下是什么导致原油价格波动幅度如此巨大？ 

首先，美国大选特朗普意外逆袭登顶白宫，令市场风险情绪受到打压，但夜间市

场消化冲击后。

其次，OPEC冻产与原油投资者的方向转移，据报道称，OPEC预测原油价格在

2020年前都难涨破60美元，而投资者削减多头头寸，令市场看空情绪蔓延，且

EIA虽未公布，但市场预计利空，至此，原油价格45美元上方再度下行。

11月9日，随着特朗普最终赢得美国大选，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计

划的限产行动面临着更加艰巨的挑战，在全球经济形势不确定性增

加和原油需求疲软的大环境下，OPEC想要推高油价就必须付出更

多的努力。特朗普之前曾表示将重振美国原油行业，计划批准更多

联邦属地和水域的化石燃料开采项目，这有助于美国原油产量的进

一步提升，从而增加了OPEC减产行动的困难性。

另一方面，OPEC内部局势也将因特朗普当选而出现改变，因特朗普

承诺将调整对伊朗的外交政策，竞选时期特朗普就公开批评西方国

家达成的核协议，认为这给了伊朗大幅恢复原油产量的机会。美国大

选结果增加了原油出口国面临的挑战，因特朗普当选极有可能会恶

化当前的经济形势，也会加重原油需求面的压力。

11月11日主要石油出口国官员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会晤，沙特、阿尔及利亚、俄罗斯、伊朗、科威特、利比亚、委内瑞拉、巴林、

阿联酋、卡塔尔、尼日利亚代表将参加，讨论减产协议细节，目前传出了一些乐观的信息，给油价提供支撑。伊朗欧佩克代

表周五表示，对欧佩克达成协议非常乐观。欧佩克成员国提议将伊朗产油量限制在392万桶/日左右。伊朗尚未对产量提议

做出回应。欧佩克月报显示伊朗通报10月原油产出392万桶/日，二手资料则显示为369万桶/日。此外，沙特能源部长法利

赫周五亦透露，多哈的石油会谈进展顺利。

OPEC方面的消息人士指出，油价在未来数日或数周内都将保持疲软，因全球经济形势出现了不确定因素，同时特朗普的

中东政策还不明朗，特朗普虽然承诺将加速美国经济增长，但同时也承诺实施更为保守的贸易保护措施。

目标　 进攻51目标　 进攻51

图片来源：si.wsj.net

美国德克萨斯州西部广阔的页岩岩层可能贮藏着2000亿桶石油。

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

图片来源：twwtn.com

图片来源：nbc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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