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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場 動 態                          新加坡 與 香港   (2) 面積   
      

       有一個常見問題，經常被各方人士問及的就是───到底是新加坡大還是香港大？很簡單，請參閱附錄

按同比製作的地圖便可一目了然。 
 

  新加坡本島比港島大 4至 5倍，但若港島加九龍及新界及 99個外島則是香港總面積較大，為 1,108平方

公里，新加坡連 62個外島加起來才 725平方公里。可是新加坡卻大部份是平原再加少許丘陵，沒有高山。最

高的地帶為武吉知馬，只有 163公尺。本集團總行位處之中遠大廈，高度為 228公尺。至於 70年代落成的怡

和大廈，當年是全亞洲最高建築，也有 178公尺。因此可說新加坡根本沒有高山，都是平地。 
 

        但香港全部是山區，港島就只有北岸有少許平地，基本上電車路就是初期的海岸線，當時的電車路等於

今天的高速公路，是沿海而建，十分高級的。但現時由電車路走至水邊隨時要 15分鐘，因為都是填海填出來

的，真正的天然平原就只有天水圍及元朗的沖積平原。但香港歷年來在狹窄的維港兩岸填海共增加了 7%的

面積。新加坡填海時沒有海港的限制，填海共增加了 23%面積，平地更多，實用面積更多。 
 

        香港總面積不算細小，可惜大部份是山區，其實比起紐約市的 1,213 平方公里只差少許而已，比台北市

的 271 平方公里大很多，甚至新加坡也比台北市大呢。新加坡北部是有一條海堤，即填海填一條馬路和馬來

亞半島連接，不是大橋而是叫新柔長堤的高速公路。很多人由香港往深圳之時，都說羅湖關是全世界最多人

過的海關，但實情如何？羅湖關在 2007年成為世界最多人過關的口岸，平均每日為 254,794人；2011年被澳

門拱北關口破了紀錄，為 257,534人；而按 2019年 2月最新的紀錄，新柔長堤口岸為每天 350,000人奪冠。 
 

        長堤全長為 1,056 公尺。但 2018 年香港落成的港珠澳大橋，全長 55 公里，是以公里計算不是以公尺來

算，為全球最的長橋隧組合。而古老的羅湖橋，跨河部份有 60公尺。雖然新加坡還有第 2海堤通道，比較上

還是香港連接大陸的口岸較多，如深圳灣、文錦渡、落馬州、羅湖、港珠澳大橋等。 
……(待續) 

  特朗普的彈劾調查只屬紛爭，不會因此下台的。眾議院責任是提請議案，表決權在參議院。如今眾議院是由共和黨控

制，已夠票數提請彈劾調查。但若參議院不通過的話，就無法像傳召尼克遜及克林頓那樣開庭聆訊，永遠停留在調查階段而

已，只屬角力；參議院是由民主黨控制的，所以不夠票數開庭聆訊。反而明天展開之貿易談判市場不太看好，已談了一年半

還不是這樣，美股也因而大跌，在創新高前卻回轉向下。還是看看香港問題有何影響比彈劾更具實質意義。金價的頭雙肩如

今在發展多右肩走勢，是否陷阱仍未知。上位看拋物線 1516，下位看金分割線的 1458。不要忘記有股跌金升的定律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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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ly Trading :                                                            Profit At  獲利           Stop Loss 止蝕         

每日一單：                                 1505.00                       1517.00                  1501.00 
                         

Hedging: (Buy & sell simultaneously)  1505.00                       1517.00                  1501.00 

對  沖 單：(同時買入及沽出)                   1504.50                       1492.50                  15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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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50 

 
Previous Day上日利潤 +8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391 

 

http://www.31808888.com/


 

第 2頁                      БУЛЬЛИОН ЭКСПРЕСС               2019年 10月 09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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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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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3 (日) ／ 23 (三)  

4 (三) 0 14 (六)  ／ 24 (二)   -30 4 (五)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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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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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50 HK182,910 2011 +US$629.90 HK 491,322 2019  +US391 HK304,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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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 (三)We 19:00 ☆☆ US美國 MBA Mortgage MBA貸款申請  +8.1% +7.5% 

9/10 (三)We 22:00 ☆☆☆ US美國 JOLTS 職位空缺 7,217K 7,285K 

9/10 (三)We 22:00 ☆☆☆ US美國 Wholesale Inventory 批發庫存 +0.4% +0.4% 

9/10 (三)We 22:30 ☆☆☆☆☆ US美國 Powell Speaks 鮑威爾發言 / / 

9/10 (三)We 22:30 ☆☆☆ US美國 EIA Oil Report EIA 石油報告 +3140K +2,580K 

9/10 (三)We 26:00 ☆☆☆☆☆ US美國 FOMC Minutes 聯儲會議紀綠 / / 

即市新聞摘要 
華府和北京本週將恢復高 階貿易會談，美國總統川普今天表示，他傾向雙方達成 全面性貿易協議；若僅達成部

份協議無法滿足他。 但幾乎沒有跡象顯示，美中在縮減雙方歧見上有所進展，近來外界臆測美中可能達成協

議，但這項協議恐 怕只能解決華府諸多不滿的一部分。 

 

美國國務院發出禁令，阻止美國駐歐盟大使桑德蘭前往國會，就總統特朗普面對的「通烏門」彈劾調查作證。

桑德蘭的代表律師說，桑德蘭已準備好隨時作證，但由於他須遵從上級命令，因此無法到國會作證。眾議院情

報委員會主席希夫表示，桑德蘭負責安排特朗普的私人律師朱利安尼與烏克蘭官員見面，但國務院拒絕將有關

聯絡紀錄交給國會，對國務院阻止重要證人作證，表示強烈不滿。國務卿蓬佩奧拒絕回應事件。 

 

中央電視台宣布暫停播放 NBA 在中國的季前賽，稱不滿總裁施華支持火箭總經理發表涉及香港示威的言論。施

華重申，NBA會繼續捍衛言論自由。 

 

伊拉克反政府示威持續近一周，軍方動用實彈對付示威者，導致過百人死亡、逾六千人受傷。軍方首次承認在

首都巴格達市郊的什葉派聚居地薩德爾城，使用過度武力，指會向涉事指揮官追究責任。 

 

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指，特朗普政府正推動有關可能限制美國資本流入中國的討論，尤其美國政府養老基金投

資。報道提到，限制資本流入中國的工作已有進展，上月底有跡象顯示，白宮正考慮迫使將在美國掛牌的中國

公司，自美國交易所除牌。但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其後否認，並指有關報道是假新聞。報道又指，美國政府正

考慮進一步審查指數供應商，將政府認為對美國投資者構成重大風險的中國公司，納入指數成份股的決定。 

 

英國政府透露，自首相約翰遜提交新的脫歐方案以來，歐盟立場沒有「絲毫調整」，首相府據報準備好本星期

內宣布，與歐盟談判破裂。儘管官員表示，未完全排除達成協議，但有消息指，首相認為硬脫歐已是「唯一出

路」。 

 

 抗議油價飆 漲的厄瓜多示威群眾今天在遊行前往首都基多途中，和 鎮暴武力爆發衝突。厄瓜多政府則公布，由

於產油設施 遭到占領，國家產油量已減少 12%。 

 

美國聯儲局主席鮑威爾表示，全球面對風險，聯儲局對進一步減息持開放態度，又表示再度擴大資產負債表，

確保貨幣市場平穩運行的時機目前決取於聯儲局。鮑威爾在全國商業經濟協會發表講話，表示很快會宣布增加

儲備供應的措施。他又說，聯儲局再度擴大資產負債表不應被解讀為刺激經濟，而是為滿足公眾對流動性的需

求。鮑威爾在發言中並無明確承諾進一步減息，並且表示經濟前景仍然有利，繼續保持增長是最可能出現的前

景。但他指出，過去一年聯儲局已經轉向一條更低利率的途徑。聯儲局將以經濟數據為依據，逐次評估前景及

面對的風險，採取適當行動。 

恒指 ：25,814.09   -49.90                      上證綜指：2,913.02   -5.50                    道指 ：26,164.04  -313.98 

Hang Seng Index (10:00am)                   Shanghai Composite (10:00am)               Dow Jones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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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ly resistance 是日阻力位 : 1520 - 1525           Daily supporting是日支持位: 1482 - 1487 

Singapore &  Hong Kong  (2) Area 
 

There’s a question frequently asked ---- which one is larger, Singapore or Hong Kong? The above illustration is 

captured in the same scale, showing that the island of Singapore is 4 or 5 times larger the island of Hong Kong. The 

total area of Singapore and 62 outlying islands is 725 sq km, while Hong Kong, Kowloon, New Territories and 99 

outlying islands have a total area of 1,108, just slightly less than New York City. 

 

However, Hong Kong is quite mountainous and Singapore has no mountain at all, with terrace ground at highest 

point up to 163 meters only, much lower than the Cosco Tower 228 where the head office of our company locates. 

The reclamation land in Singapore is of 23% while Hong Kong is just 7% because of the limitation of the harbor. 

The land is Singapore is known as all are useable and practical area. 

 

The island of Singapore is linked up to the Malay Peninsula by an embankment which is known as Johor-Singapore 

Causeway, it is not a bridge, but a highway for the water is quite shallow. The length of the Causeway is just 1,056 

meters, while the Hongkong-Macau-Zhuhai Bridge is of 55 km, the largest combination of bridge and tunnel in the 

world. But the checkpoint of Singapore has the highest flow of people, 350,000 daily. 

 

The impeachment investigation of Donald Trump is just an argument, only passed in the House but never will be 

passed in Senate for the latter is controlled by Democratic.  No court case will be expected. While Sino-US trade talk 

is not so promising and thus made the stock market fell. Remember gold market in most of the time is in reverse 

proportion with stock market.  Now, better put an eye on the incident in Hong Kong. The head & shoulder pattern is 

developing in a multi shoulder pattern, may be a trap, and may not be, still have to observe. Resistance at 1516 of 

Parabolic SAR, support at 1458 of Fibonacci series. 

 

 

 

 

Singapore & Hong Kong 

  新加坡與香港 

 

 

Based upon same scale of 5 km 

以同樣 5公里比例圖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