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頁                      БУЛЬЛИОН ЭКСПРЕСС               2019年 12月 6日(星期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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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Tel：3180-8803 

網址 Web：www.31808888.com 

   

 

The Bullion Express 

黃 金 快 訊  

 
 

 

 

 

 

 

 

 

 

市 場 動 態                      新加坡 與 香港       (44)   結  論        

   

  中世紀是航海事業的高峰期，歐洲各海事強國竭盡所能嚐試向外冒險，其重視程度等於如今的火星計劃，是國

力表現。偉大的哥倫布發現了美洲新大陸，麥哲倫作環球首航，證實了地球是圓的。甚至明朝也有鄭和下西洋，如

今連遠至西非海岸也發現鄭和的腳印。當年的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富堪敵國，兼備軍隊功能，扮演了重要的商業以至

殖民地角色。除使新加坡成為商業殖民地外，也使香港成為鴉片戰爭殖民地，甚至在波士頓茶葉事件促成美國立

國。但在各主要殖民地當中，香港成立頗晚，卻脫穎而出。 
 

        在英國未展開殖民地統治之時、東印度公司經已在世界各地控制一切商業行為及影響行政實務。英國在 1492

年將美洲成為殖民地、西班牙 1565 殖民菲律賓、葡萄牙 1571 年殖民澳門、荷蘭 1624 殖民台灣、英國 1788 殖民澳

洲、1819 殖民新加坡、1826 殖民馬六甲海峽三地、1839 殖民紐西蘭、1842 殖民香港、1858 殖民印度、法國 1862

殖民越南。這些土地如今都分別交還給當地政府或獨立，在南美及非洲等殖民地亦如是。但可說走遍整個地球，新

加坡與香港這兩小島最為獨特，無與倫比。雖然說美國如今是超級的軍事、經濟及科技強國，但真的再沒有什麼小

島或大島可和她們相比。百多年來，太多大小國家或城市都以這兩小島為假想敵，希望追上、超越或取代之，到如

今還不是她們在叮馬頭嗎？ 
 

  新加坡在成為殖民地之時，已經是商業暢旺，東印度公司看中她，目的是望她能帶領海峽殖民地發展商業。但

香港割讓給英國時，泰晤士報形容為一個幾乎無人居住的荒島(A barren island with hardly any inhabitant)；意思是無

法與新加坡相比。及後人口都主要都是由廣東省南來的，皆因這裡有與他們不同社會結構才有如此吸引力。現時如

果沒有了 50 年不變的社會結構特點，沒有了放眼世界的觀念，則和其他城市沒有分別。暫時沒有看到有什麼地方

可以取代新加坡或香港，百多年來都不可以，將來如何？除非先改變這兩地的社會結構，使他們和其他地方沒有分

別方可，這樣要要不要這兩個小島都無問題了。如果香港不是昔日既有的香港，也沒有必要去超越她了，倒不如其

他城市另外豎立自己的個別風格，等香港去追他們更實際，何必老是想著要去追這兩小島呢 ！？！？！？ 
 (全輯完) 

        中美貿易談判在一片淡風中又傳出好消息，歐美股市以至上海及港股，又升又跌，穿梭往返。總之這場球賽加

時之後再互射 12 碼，已到了突然死亡階段，不知明天發生什麼事？普遍仍是審慎樂觀的人士偏多。第 1 階段是小

問題，第 2 階段的知識產權才是戲肉。英國下議院共有 650 席，保守黨如今只佔 298 席，但希望藉大選取得 326 席

過半數控制國會，無需靠聯合政府，這樣脫歐較順利。金價看法照舊，仍會上穿保力加通道頂線，直至穿頂為止。 

              
 

 
                                                                    

                                

 

 

！ 

 

Daily Trading :                                                            Profit At  獲利           Stop Loss 止蝕         

每日一單：                                 1475.00                       1487.00                  1471.00 
                         

Hedging: (Buy & sell simultaneously)  1475.00                       1487.00                  1471.00 

對  沖 單：(同時買入及沽出)                   1474.50                       1462.50                  1478.50 
                         

 

 

 
(Buying & Selling at same time)          

 

BUY at sight現水位入貨

o1WLBUC  

 

Continue to hold previous short 

psoition 

 

繼續持有先前買單 

 

Continue to hold previous long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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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2 (四)  22 (日) ／ 

3 (日) ／ 13 (三) -40 23 (六)  ／ 3 (二)  0 13 (五)  23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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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二) 0 15 (五) -30 25 (一) 0 5 (四)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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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四)  29 (日) ／ 

10 (日) ／ 20 (三)   0 30 (六)  ／ 10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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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HK202,020 2011 +US$629.90 HK 491,322 2019 +US432.5 HK337,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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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 (五)Fri 21:30 ☆☆☆☆☆ US美國 Non-Farm Payroll 非農業就業人數 +128K +180K 

6/12 (五)Fri 21:30 ☆☆☆☆☆ US美國 Unemployment 失業率 3.6% 3.6% 

6/12 (五)Fri 21:30 ☆☆☆ US美國 Manufacturing 製造業人數 -36K +40K 

6/12 (五)Fri 21:30 ☆☆ US美國 Average Earning    平均時薪 +0.2% +0.3% 

6/12 (五)Fri 20:30 ☆☆☆ US美國 Wholesale Inventory 批發庫存 +0.2% +0.2% 

6/12 (五)Fri 23:00 ☆☆☆ US美國 Michigan U Index 密芝根大學指數 96.8 97.0 

即市新聞摘要 
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目前美國與中國的會談和討論，進展順利，他表示，在本月 15 日的關稅措施，可能會有變

化，但中美的談判代表仍未討論這個問題。特朗普昨日表示，仍維持在本月中達成首階段協議的預期。美國早前定於

本月 15 日，對中國 1560億美元商品加徵 15%的關税關稅。另外，美國財長努欽表示，正積極為與中國達成貿易協議

努力，形容美中貿易談判「正處於軌道上」，但沒有確定具體的最後期限。努欽又表示，美中兩國貿易談判副代表，

在星期三晚上通電話，目前正積極努力達成一項貿易協議。 

 

法國爆發 20 多年來最大規模的全國大罷工，多個城市有民眾遊行，反對總統馬克龍計劃改革退休制度，政府立場未

有退讓。全國有 45萬人遊行，總工會表示，全國有 140多萬人罷工，25萬人在首都巴黎遊行，要求馬克龍下台。 

 

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波洛西宣布，眾議院正推進草擬彈劾總統特朗普的文件。若果眾議院通過彈劾，將交到參議院聆

訊。特朗普在社交網站表示，一定會在彈劾聆訊中勝出，批評民主黨提出的彈劾毫無理據。3 位憲法學者認為川普尋

求 外國干預美國選舉，已構成可以彈劾的罪行。 不過，第 4 位作證的憲法學者表示強烈異議，堅稱 必須川普犯下重

大罪行和行為不端才能加以彈劾，但目 前的證據「極其不足」。 

 

美國國務院指伊朗在近期的國內大規模示威中，已經殺害超過 1,000 人。美國的伊朗事務特使胡克表示，相信德黑蘭

政權在大規模示威爆發以來，可能已經殺害超過 1,000 人，當中包括未成年人士，數千名民眾受傷，最少 7,000 名示

威者被拘留，但因資訊封鎖，傷亡數字未能證實。國際特赦組織近日則表示，有超過 200人在伊朗示威衝突中死亡。 

 

德國總理默克爾即將訪問波蘭奧斯威辛集中營，是她上任以來首次，亦是 24 年來首位到訪當地的德國總理。默克爾

在奧斯威辛集中營解放 75 周年前到訪，她將會與集中營倖存者及波蘭總理莫拉維茨基一同參與儀式，在集中營遺址

為遇難者默哀一分鐘，期間會發表演講並獻花。奧斯威辛集中營建於 1940 年，是納粹德國在波蘭境內設立的最大集

中營，囚禁波蘭及其他國家的人，大部分是猶太人。納粹政權在奧斯威辛屠殺大約 110萬人，絕大多數是猶太人。 

 

北韓第一副外長崔善姬警告，若果美國總統特朗普再以「火箭人」等類似發言，來形容北韓領袖金正恩，北韓將視為

美方精心策劃對北韓的挑釁，必將以牙還牙，以更加強硬的言辭予以回應，北韓將密切關注美方的動向。 

 

美國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意外下降至 4 月以來的最低水平，在周五發布就業報告之前預示勞動力市場的彈性。美國

勞工部周四發布的數據顯示，截至 11 月 30 日當周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減少 10,000，降至 203,000 人，低於接受彭

博調查的所有經濟學家預測。四周均值降至 217,750人。 

 

穆迪以成長放緩、低利率水平和經營環境不穩定為由下調了全球銀行業的評級展望。這家評級公司在周四發布的一份

報告中稱，已將該行業的評級展望由穩定下調到了負面。穆迪稱，美中貿易緊張局勢「看上去根深蒂固，對兩國銀行

及出口導向型經濟體以及涉身貿易融資的銀行皆會產生負面影響。 

 
恒指 ：26,449.55   +228.26                   上證綜指：2,902.52 +3.05                  道指 ：    27,677.79   +28.01 

Hang Seng Index (10:00am)                   Shanghai Composite (10:00am)               Dow Jones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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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apore &  Hong Kong   (44)  Conclusion 

 

In the Medieval Ages (中世紀), marine business is at its prime time, it can reflect the power of a great nation, as 

important as Space Exploration nowadays. There are a lot of colonies in every continent including the UK colonized 

America in 1492, Spain colonized Philippines in 1565, Portugal colonized Macau in 1571, Holland colonized Taiwan in 

1624, UK colonized Australia in 1788, Singapore in 1819, Malacca in 1826, New Zealand in 1839, Hong Kong in 1842, 

India in 1858; France colonized Vietnam in 1862.  

 

Practically, Hong Kong emerged quite late, but the success shocked the whole world. Why Singapore became a colony? 

For the business was already in a bloom that they wished her to lead the Malacca colonies. But when Hong Kong was 

ceded to the British government, The Times disclosed it was “a barren island with hardly any inhabitant”, simply denotes 

cannot compare with Singapore. Later on immigrants mainly come from mainland, for she has her own social structure 

different from other places. So if this structure cannot maintain for 50 years unchanged, HK is not HK and no need to 

chase her up, better ask HK to chase up other cities.      

 

The news of Sino-US Trade Talk comes alternatively in bad news and good news. The stock markets are shuttling up and 

down including US, Europe, Shanghai and HK. It is like playing soccer to the time of “Sudden Death”, no one can guess 

what will happen the next minute, but basically optimistic. For the General Election in the UK, the Lower Parliament 

now consists of 650 seats and Conservative Party only had 289 seats, they wish to increase to over half which will be 326 

seats. No so hard, thus no need to form a joint government and the plan of Brexit will be easier. For gold price still 

forecasting it would go over the top line of Bollinger Bands and will further up for a break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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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n-Farm Payroll 非農業就業人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