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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在望      回顧與前瞻  2019 – 2020            (21)   推文的世界 
          

           伊朗對美軍進行導彈報復行動，投資者第一個反應就是看看美帝如何作出回應，在什麼地方去看？不再

是電視新聞，也不是路透社、CNN 或 BBC，亦非白宮網站；而是看最快最直接的特朗普推文。特朗普愛玩推

文，甚至在空軍 1 號上也用衛星電話發推文，自他上任以來已發了近 12,000 條推文，平均每天發出 10 條推

文，頗多了。而由於他的影響，各領導人都開設推文帳戶回應。一時間成為最新潮流，取代了昔日的臉書潮。 
 

         各大基金及投行早已採用輪班制度，派人 24 小時釘緊特朗普的推文。時代不停的轉變，昔日的 ICQ 及

MSN 早已人間蒸發，如今除推文的消息外，亦興起另一潮流，就是 YOUTUBE 及 Youtuber 的評論。有消息還

不夠，美帝是次斬首行動，伊朗、中東、伊拉克以至西方國家如何回應？又興起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評論。

各名咀都在網絡上發表高見，有專業及斯文的，有通俗及粗口連番的，也有揶揄、攪笑及奚落的。有資深評論

員也有明日之星，更有名人受訪問出鏡。有將美帝特朗普罵至狗血淋頭的，認為他茶杯起風浪。也有認為這是

防止流氓國發展核武的有效方法。投資者已進入一個新的領域，已不限昔日只看財經報章的習慣。這是一個國

際金融中心既有及應有的因素，只要保持此制度不走樣、不變質，紐倫港永遠是無法替代的紐倫港。盡管它已

成為多國及多城市之假想敵，除非這社會制度被轉型。 
 

        當貿易談判焦點都放在 5G 的時候，日本已宣布在 6G 技術的研究領先各國，也得到其他國家的默認。日

本在二戰後因停止發展軍備而專注經濟及科技，曾在 60-70 年代叱吒風雲，及後金磚國興起掩蓋了她的光茫，

如今又重振風了，不可忽視。中國的 5G 技術已廣泛應用至在演唱會捉拿通緝犯及監控示威人士，而 6G 將是

一怎麼樣世界？據說不久便可將此高科技項目派到應用層面來，請拭目以等吧！ 
 

  好戲在後頭！美帝才是科技大國，持朗普首要任務是要使美國再度偉大，與中國的次輪貿易談判將集中在

知識產權。也是美帝將歇盡所能防止知識產權外洩，以保持科技的領先地位並進軍 7G技術的星際大戰計劃。 
 (……待續) 

        伊朗的導彈報復行動聲稱徹底摧毀美軍基地並做成 80 美軍死亡，但美國聲稱無人傷亡而是伊朗刻意避免造成美軍死亡。

美國國防部發表聲明，蘇萊馬尼及聖城旅因為攻擊在伊拉克美外交官造成數千死傷，已被聯合國列怖份子。任何人均可在何地

方將他就地正法。看來伊朗之攻擊只是想向國民交待多於要開戰，因為事他們說事件已完結。意思即呼籲美國不要再採取軍事

行動。金價返回攻擊前水位，這是本年特點，炒完一大輪等於沒有炒過。可能年底收市價與年初開市價十分接近。油價回落美

股續創高。美國仍會加強監控伊朗，防止他們擁有核武。會防範於未燃，不會讓他成為另一北韓。事件淡化屬市場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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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ly Trading :                                                            Profit At  獲利           Stop Loss 止蝕         

每日一單：                                 1559.00                       1571.00                  1555.00 
                         

Hedging: (Buy & sell simultaneously)  1559.00                       1571.00                  1555.00 

對  沖 單：(同時買入及沽出)                   1558.50                       1546.50                  1562.50 
                         

 

 

 
(Buying & Selling at same time)          

 

BUY at sight現水位入貨

o1WLBUC  

 

Continue to hold previous short 

psoition 

 

Previous Day上日利潤 -8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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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vious Day上日利潤  -4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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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港金息口       Interest of HK Tael Gold                     2020年11月 
1 (日) ／ 11 (三) 0 21 (六) ／ 1 (三)    / 11 (六) ／ 21 (二)  

2 (一)    0 12 (四) 0 22 (日) ／ 2 (四)   0 12 (日) ／ 22 (三)  

3 (二)  0 13 (五)   0 23 (一)   0 3 (五) +40 13 (一)  23 (四)  

4 (三)    0 14 (六) ／ 24 (二) 0 4 (六) ／ 14 (二)  24 (五)  

5 (四)  0 15 (日) ／ 25 (三) 0 5 (日) ／ 15 (三)  25 (六) ／ 

6 (五) 0 16 (一) 0 26 (四)   0 6 (一) 0 16 (四)  26 (日) ／ 

7 (六)  ／ 17 (二)   0 27 (五) 0 7 (二)   0 17 (五)  27 (一)  

8 (日) ／ 18 (三)   0 28 (六) ／ 8 (三) -40 18 (六) ／ 28 (二)  

9 (一)   0 19 (四)     0 29 (日) ／ 9 (四)  19 (日) ／ 29 (三)  

10 (二) 0 20 (五)   0 30 (一)    0 10 (五)  20 (一)     

      31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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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US4     -HK 3,120 2012 +US$111.90 HK 87,282 2020    +US$8 HK6,240 

2019 +US$300 HK234,000 2011 +US$629.90 HK 491,322 2019 +US455.5 HK355,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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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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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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周 重 要 數 據       Week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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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四)Th 21:30 ☆☆ EU 歐盟 Consumer Price Index 消費者物價指數 +4.5% +4.7% 

9/1 (四)Th 23:00 ☆☆☆☆ US美國 Initial Claims 初領救濟金人數 222K 221K 

9/1 (四)Th 23:30 ☆☆☆☆ US美國 Continuous Claims 續領救濟金人數 1728K 1528K 

9/1 (四)Th 25:00 ☆☆ US美國 EIA Natural Gas EIA 天然氣 32B 35B/ 

即市新聞摘要 
美國總統特朗普周三早上（美國東岸時間）發表全國電視講話，回應美軍位於伊拉克境內兩個空軍軍地，遭伊

朗發射彈道導彈攻擊。特朗普指並無美國國民受傷，美軍士兵平安，基地只受到少許損毀。他不打算對伊朗動

武，但會對伊朗施加額外經濟制裁。特朗普的講話全長約 9分鐘。他一開始就說：「只要自己在位一日，絕不容

許伊朗擁有核武。」特朗普警告美軍將會作出一切準備應對，稱「美軍導彈巨大、威力強勁、精準而且致

命。」反指伊朗應該立刻解除戒備狀態，伊朗消除敵意，才是對各方最好的解決方法。特朗普稱，他不希望動

武，又指「美國的軍事和經濟實力，無疑是最具的阻嚇作用。」 

 

美國總統特朗普未有宣布以軍事行動，回應伊朗攻擊美軍駐伊拉克基地，聲稱美國的軍事及經濟實力，就是最

好的威懾。分析認為，特朗普警告伊朗的同時，亦傳達不打算與伊朗開戰的信號。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

伊朗的報復行動，故意避免造成美軍傷亡，防止局勢升級至失控狀況，亦能夠顯示伊朗決心回應革命衛隊特種

部隊指揮官蘇萊馬尼被殺。 

 

烏克蘭國際航空一架美國波音客機，星期三由伊朗首都德黑蘭起飛後不久墜毀，機上 176人全部罹難，死者大部

分是伊朗及加拿大人。空難發生在美國與伊朗緊張關係之際，德黑蘭當局說，不會將俗稱黑盒的飛行紀錄儀，

交給波音或美國人調查。波音表示，正與烏克蘭國際航空保持聯繫，並準備提供一切所需協助。美國國務卿蓬

佩奧呼籲各方全面配合調查。 

 

伊朗對伊拉克的美軍基地發 動報復攻擊後，美國總統川普發表談話暗示有意緩和情 勢，減輕市場對美伊爆發衝

突的憂慮，華爾街股市三大 指數都收紅，那斯達克指數更創歷史新高。以科技股為主的那斯達克指數終場上漲

60.66 點， 或 0.67%，收在 9129.24 點，超過 1 月 2 日的收盤高點紀錄 將近 40 點。道瓊工業指數上漲 161.41

點，或 0.56%，收在 28745.09點；標準普爾 500指數上漲 15.87點，或 0.49% ，收在 3253.05點。 

 

即將於今年三月卸任英倫銀行行長一職的卡尼警告，目前全球所有主要央行的彈藥都較以前少很多，而且還會

持續一段時間，已經接近「技窮」！若然下一輪經濟衰退過於嚴重，將不確定貨幣政策是否有足夠空間去應

對。事實上，他早已擔心全球跌落「流動性陷阱」，即貨幣政策完全無法刺激經濟。由於經濟低迷，持有流動

資產的人不願投資，在惡性循環下，形勢只會更壞。 

 

美國總統川普今天針對伊朗 發射飛彈攻擊伊拉克境內美軍基地一事發表談話，暗示 有意緩和與伊朗的緊張情

勢，原油價格聞聲加速下跌， 紐約市場原油期貨價格重挫 4.6%。 

 

美國企業 12 月份增加就業人數為八個月最多，表明勞動力市場以強勁勢頭進入 2020 年。ADP Research Institute

周三發布的數據顯示，12 月份企業就業人數增加 20.2 萬；前一個月上修為增加 12.4 萬，幾乎是初報值的兩倍。

12月數據高於接受彭博調查的幾乎所有經濟學家預期；經濟學家預期中值為增加 16萬。 

 

 恒指 ：28,388.35    +300.12                   上證綜指：3,091.70 +25.19                道指 ： 28,745.09    +161.41 

Hang Seng Index (10:00am)                   Shanghai Composite (10:00am)               Dow Jones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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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貿易戰實際開戰日期最早可以追朔至 2018 年 1 月，因為貿易赤字達至金融海嘯後最高，所以開徵太陽能電板

稅。而 3月才簽署備忘錄以保護知識產權為名開戰，但可看到赤字自 2019年 1月便開始改善。 

The earliset day of Sino-US Trade War can be traced back to January 2018 where the trade deficit was highest since the 

2008 Financial Tsunmai. Tariff on solar panel was levied. In March the Memo was signed to protect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hus officially started the trade war. Since January 2019, deficit has been narrowed.  
 

 

 

 

 

 

                                          

 

 

 
 

 

 

 

 

 

 

 

                    Reviewing  &  Forecasting  2019-2020    (21)  Twitter 
 

For the retaliation of Iran, people at once wanted to know the reaction of US, now they won’t go for traditional news agencies like 

CNN, BBC or Reuters, or not even White House, but will enter the Twitter of Donald Trump. He had already sent out 12,000 posts 

since his inauguration. Not just information, but there are a lot of commentaries in Youtube which makes the scene more splendid and 

brilliant. So the latest news can be observed through Donald Trump directly through Twitter now, no matter for Trade Talk or Nuclear 

Crisis or whatsoever. 

 

When the focus of Trade Talk is on 5G, Japan announced they have successful research on 6G and is leading the world now. Just after 

the World War II, economy of Japan developed in a high speed because they need not to develop military items, but later on surpassed 

by the BRICS. Now they are great again and Donald Trump also want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and started to develop 7G for the 

purpose of STAR WAR. This will be discussed in the topic of next week. 

 

The missile attack of Iran claimed they destroyed the US base completely with 80 people died, but US announced no death report and 

Iran tried to avoid hurting the US army in the attack. The US Defense Department stated that Qasem Soleimani is classified as 

Terrorist by the United Nation because they attacked US diplomatic people in Iraq and made thousands wounded and dead. Therefore 

everyone can kill him in any place and any time for the purpose of justice. Iran had no idea to start a war, just said everything come to 

an end after their retaliation which means US should not use military force again. Trump gave a national speech and said would 

strength censorship and would not let Iran to possess Nuclear weapon as North Korea. Therefore they still will have preemptive (先發
制人) action in the future. Anyway crisis is cooling down, and gold price will back to normal level. This year is like this, after a big 

round of speculation, price will go back to the beginning, and the year closing price will be quite near the year opening price.  

Daily resistance 是日阻力位 : 1570 - 1575         Daily supporting是日支持位: 1542 - 15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