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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場 動 態                      新加坡 與 香港       (42)   水 上 遊 
          

          世界各地都有水上遊，到底和這兩小島有何分別？一般都像倫敦的泰晤士河或芝加哥的內河，以平底觀

光船接載遊客。但內河船容量有限，不外 20-30 人一船。新加坡近年集中在內河船遊覽，日夜均有。香港城門

河及屯門河不會有遊船，因為維多利亞港是天下第一港，已搶去內河船的風頭。 

 

         昔日新加坡也有離島的遊覽船，包括到龜嶼及靠近印尼的外島，可能因為時間較長近年已消失了。但內

河遊仍是洛繹不絕的。但香港的離島遊除了有正常的渡輪外，可在離島停留較長時間外；還有大澳水鄉的遊

覽，更可出海到分流觀賞快要絕種的中華白海豚(Sousa Chinensis)，以往看到的機會大約 3 份之 1，不像鳳凰山

要同時看兩次日出的機會只有 10 份之 1 那麼小。但據說港珠澳大橋落成後，看到的機會也減低了。但看中華

白海豚屬大自然景觀，比看什麼鐳射燈光表演更難能可貴，還應趁牠絕種前趕快去看吧！星洲是看不到的。 

 

        新加坡河屬市區河流，要欣賞市區景觀自然可從較清新角度去看，而且市區河較接近看更清楚。自從獅身

漁尾像本年 4月搬到濱海灣配合燈光表演後，內河遊更成觀光熱點而使離島遊人間蒸發。可是排隊輪候要較長

時間，不過他們人口不及中國之多，相比上海外灘及廈門夜遊來說算是很快的了。  

 

        至於維港遊就天下無雙，環繞整個海港可以由短至一小時或長至數小時。渡輪不但可以載數百人，還有海

上夜總會更具備舞池，更可容納多張 12 人大枱以接收多個旅行團。而欣賞幻彩詠香江的鐳射表演時，更可同

時在海中心看到兩岸景色，無需考慮到底是在港島看好還是九龍看好。觀看維港兩岸景色，不但是世界最大舞

台，也是最大的布景。而且船隻多樣化，由帆船、改裝渡輪、專業遊船及各式各樣均有，豐儉由人。而凡有煙

花匯演時更有多類船隻同時出現。但最無雙的還是紐約觀看自由神像時，可乘市政府之免費渡輪觀看呢。 
                                                                                                                                           (……待續) 

        保加加通道在收窄當中，示意可能有大變化甚或逆轉。金價升破通道中位線，同時亦是先前拋物線的反手點，

也是 20/11 拋物線叫人反手買上，可是要捱價位到今天才平手。說不定很多人止蝕了。但拋物線下面升勢平和，力

度有限，上面價位剛好觸及保力加上線，看來仍會破頂上行數天。隨機指數雖然快慢版都出入貨訊號，但頗弱。都

是高位入貨訊號。後市如何，要看未來一周的中美貿易談判是否有結果，要看 15/12 關稅是否如期執行。 

              
 

 
                                                                    

                                

 

 

！ 

 

Daily Trading :                                                            Profit At  獲利           Stop Loss 止蝕         

每日一單：                                 1477.00                       1489.00                  1473.00 
                         

Hedging: (Buy & sell simultaneously)  1477.00                       1489.00                  1473.00 

對  沖 單：(同時買入及沽出)                   1476.50                       1464.50                  1480.50 
                         

 

 

 
(Buying & Selling at same time)          

 

BUY at sight現水位沽貨

o1WLBUC  

 

Continue to hold previous short 
psoition 

 

Previous Day上日利潤 －４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263 

 
Previous Day上日利潤 ＋８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44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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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3180888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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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             港金息口       Interest of HK Tael Gold                     2019年12月 
1 (五)    0 11 (一) -40 21 (四)   0 1 (日) ／ 11 (三)  21 (六) ／ 

2 (六)  ／ 12 (二) -40 22 (五) 0 2 (一)  12 (四)  22 (日) ／ 

3 (日) ／ 13 (三) -40 23 (六)  ／ 3 (二)  13 (五)  23 (一)  

4 (一) 0 14 (四) -40 24 (日) ／ 4 (三)  14 (六) ／ 24 (二)  

5 (二) 0 15 (五) -30 25 (一) 0 5 (四)  15 (日) ／ 25 (三) ／ 

6 (三)  0 16 (六)  ／ 26 (二)   0 6 (五)  16 (一)  26 (四) ／ 

7 (四) 0 17 (日) ／ 27 (三) 0 7 (六)  ／ 17 (二)  27 (五)  

8 (五) -40 18 (一) -30 28 (四)   0 8 (日) ／ 18 (三)  28 (六) ／ 

9 (六)  ／ 19 (二)     0 29 (五) 0 9 (一)    0 19 (四)  29 (日) ／ 

10 (日) ／ 20 (三)   0 30 (六)  ／ 10 (二)  0 20 (五)  30 (一)  

               31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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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HK205,140 2011 +US$629.90 HK 491,322 2019 +US440.5 HK343,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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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三)We 17:00 ☆☆ EU 歐盟 PMI Composite 綜合採購經理人 50.3 50.5 

4/12 (三)We 20:00 ☆☆ US 美國 MBA Mortgage MBA 抵押貸款 +1.5% +2.5% 

4/12 (三)We 21:15 ☆☆☆ US 美國 ADP 就業變動 +125k +140k 

4/12 (三)We 22:45 ☆☆☆ US 美國 PMI Composite 綜合採購經理人 51.6 51.6 

4/12 (三)We 23:00 ☆☆ CA加拿大 Rate Decision 央行議息 1.75% 1.75% 

4/12 (三)We 23:30 ☆☆☆ US 美國 EIA 原油庫存 EIA Petroleum +1572B +1582B 

即市新聞摘要 
正在英國參加北約領袖峰會的美國總統特朗普說，在與中國達成貿易協議方面，他沒有設下「死線」，又說有

意見認為可以等到明年 11 月美國總統大選之後，他在某些情況下喜歡這個主意。特朗普形容美中貿易談判處於

關鍵階段，又強調公平協議對美國無益處，美方不可能與中方達成公平協議。美國商務部長羅斯就說，香港局

勢是美中貿易協議中一個變數，又說除非談判取得實質進展，否則美國將如期在本月中，對總值近 1600 億美元

的中國進口商品，加徵 15%關稅。他認為在美中白紙黑字簽協議之前，雙方貿易談判未算取得突破。 

 

北約峰會將於英國時間星期二倫敦召開，預計英國首相約翰遜將重申北約團結的重要性。報道提到，約翰遜將

會強調北約是軍事歷史最持久及成功的聯盟，並一直化解盟友所面對的危機，強調所有成員必須保持團結。美

國總統特朗普星期一已經抵達英國，將於星期二傍晚出席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於白金漢宮舉行的酒會。特朗普

相信亦會於法國與德國領袖會面。北約內外面臨多項挑戰，與美國的關係因為特朗普持續批評歐洲成員貢獻不

足而變差。法國和土耳其近日因為敘利亞問題爭拗，法國總統馬克龍批評特朗普於美軍撤兵前，並無與北約成

員國溝通，他於上月表示，北約成員於一系列的重要議題上，已經不再合作，形容北約已經「腦幹死亡」。 

 

美國眾議院以壓倒性多數通過一項法案，將對侵犯穆斯林少數民族人權的中國官員實施制裁。在美中尋求達成

貿易協議之際，此舉恐將引發中國的報復。該法案是對支持維吾爾人的參議院 S.178 法案的修訂版，周二，該法

案以 407-1 投票獲得通過。中國官方媒體在上述投票之前警告稱，中國政府可能公佈或導致美國公司被制裁的

「不可靠實體」清單。 

 

美國國會眾議院情報委員會，表決針對總統特朗普的彈劾調查報告，並公開報告內容。報告根據多名證人的供

詞，指出有證據顯示，特朗普以凍結軍事援助，威逼烏克蘭承諾協助調查美國前副總統拜登，有關行為是違規

及違反總統誓詞。報告又指控特朗普濫用權力，阻撓證人前往國會作證，及拒絕理會國會的要求，提供調查所

需的文件及資料，有妨礙司法程序之嫌。 

 

全美零售聯盟調查結果顯示，今年感恩節 5日購物期內，接近 1.9億人在網上或實體店購物，創紀錄新高，按年

增長約 14%，人均消費 361.9 美元，按年上升 16%。調查結果顯示，今年有 1.24 億人次在實體店購物，落後予

網上購物的 1.42億人次，今年「黑色星期五」首次超過「網購星期一」，成為最繁忙的線上購物日。 

 

知情人士稱，在歐洲央行官員與歐元區國家財長們的保密會議上，歐洲央行的負利率政策面臨越來越多的反

對。知情人士透露，一些歐元區國家的財長，尤其是北歐國家的財長，在有關經濟的保密會議討論期間，質疑

歐洲央行的負利率貨幣政策立場，抱怨負利率對儲蓄和養老金體系的不利影響。由於此事敏感，知情人士要求

匿名。歐洲央行表示，如果政府採取更多措施刺激經濟，負利率不會持續那麼久。 

恒指 ：26,339.04   -110.63                     上證綜指：2,865.40 -10.12                道指 ：    27,783.04   -268.37 

Hang Seng Index (10:00am)                   Shanghai Composite (10:00am)               Dow Jones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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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apore &  Hong Kong   (42)  Water Tour 

 

There are a lot of water tours, in Singapore it is famous for inland river tour which is the Singapore River. Once they 

have tours to outlying islands but stopped because the demand is replaced by inland river tour which is more convenient.  

The setback is limited capacity that people has to queue for quite a long time. Since their population is not as enormous 

as China, so anyway better. 

 

In HK we have regular ferries to outlying islands and can have stopover. Meanwhile in Tai O, they can have water tour 

around and also have outward tour to watch the Sousa Chinensis (Chinese White Dolphin) which is going to extinct (絕

種) soon. So hurry up, it’s the gift of great nature, better than watching artificial laser show. But not every time can get it, 

roughly the chance is 1/3, you can only watch it once for every 3 trips unless your trip is 3 times long than usual. 

 

But in HK, we also have large harbor tour ships up to several hundred people and even has Sea Night Clubs, you can 

watch laser show in the middle of the harbor and can enjoy scenes on both shores with various kinds of ships. 

 

The Bollinger Bands are getting narrower and may have prominent change very soon. The price of gold has already 

broken the middle line. This is the level of the reverse of Parabolic SAR on 20/11, they told people to buy on that day and 

you have to wait for two weeks, very likely had the stop loss already. Now it touched the upper line and still has a chance 

to go up for several days. Both the Stochastic Fast and Slow shown buying signal, but on midway only which mean quite 

weak. Thus we have to watch the Sino-US Trade War whether the tariff will be launched out on 15/12. 

Daily resistance 是日阻力位 : 1495 - 1500         Daily supporting是日支持位: 1462 - 1467 

美國 GD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