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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在望      回顧與前瞻  2019 – 2020            (22)   使美國再度偉大 
          

           2020 年是美國大選年，一切政策與此有莫大關係。2016 年大選口號為"使美國再度偉大"，2020 年則改為"保

持美國再度偉大"。前者是朗奴列根的競選口號，他被選為 100 位最偉大美國人的首位。特朗普顯然有意借此扶遙

直上。近期最炙熱話題，就是在中美貿易談判中大獲全勝，且看昨天的貿易赤字圖本年已大幅收窄了。但這只是首

階段，預料次階段無論談判成功或失敗，都會大利於美帝。有關知識產權談判，若然成功的話，就可防止技術轉

移，也要中國產業轉型始可適應及符合要求，破裂的話就加大制裁以彌補損失。主要是以前中國佔的優勢太多，如

今美帝要以強硬手段收窄或終止這情況，所以他們是處於主導狀態。至於對市場影響，就要到時逐步仔細分析了！ 

 

       在科技及貿易他們掌握了主導權，在政治及國際局勢也如是。正如核不擴散條約，誰會有那麼多資源去實行日

夜監察？他們除了政府機構還有大批私人的智庫機構。2017 年 3 月的北韓核武危機，本刊兩次引用約翰斯霍普金斯

大學的智庫機構的監察發布，兩次都快於美國國防部，都在金價上升前事先通水。問題在投資者對這些私人機構的

信心有多大；他們之所以神通廣大，因為有龐大資源、設備、人手進行年中無休的監察。且看金正恩訪華之時，彭

博通訊社居然可以追踪到他們 7 年才跨越國界一次的防彈火車駛向北京，消息也快於外交部公布。他們的私人機構

監察能力及資料以至財力及科技，都達到國家級的水平。因為他們經濟發展導至人才集中，而這形勢會繼續擴張。 

 

        他們的各類監察無孔不入，所以伊朗聖城旅的頭目雖然做足防備功夫，仍被他們找出缺口，成功進行斬首行

動。先前更有 9/11元兇拉登伏法，及追殺中東狂人卡達菲；這些斬首行動美軍都是零傷亡的。如今已無需再像喬治

布殊父子那樣派數十萬大軍越洋出擊了，美國高科技已取代了傳統戰爭。如今他們要執行國際警察之任務，無論是

核不擴散公約或人權公約……等等，他們認為只有美國才有能力及資源去執行監察公約及糾正的任務。其他國家也

無法去做什麼或不做什麼。使美國再度偉大的結果，就是要去做國際警察；核不擴散及人權公約將會本年的亮點。 

 

        次階段的貿易談判之所以集中在知識產權，除了是要保持美帝科技遙遙領先穩坐第一把膠椅外，下一個目標就

要是發展 ────"星際大戰" (Star War)計劃；這點在將下周的新專題再闡明。 
 (全輯完) 

       伊朗局勢緩和，美股 3 大指數又創新高，早說過今年仍是牛市年。而香港局勢也早已指出去年 11 月 14-20 日是

最黑暗的一周，而 21-27 日是次低潮，以後怎樣也黑不過該時，但復元尚需時間。下周中美簽署貿易協議，這個月

來亞洲、美國及港股都向好；次階段協議現時成功率只有 51%。也不要忽略英國股市及英鎊，都在強勁反彈浪中。

留意金價在去年 9 月見底後的跌勢，真的在平安夜扭轉了。不過美匯就在下跌浪當中，這樣始終會推高金價的。 

              
 

  
                                                                    

                                

 

 

！ 

Daily Trading :                                                            Profit At  獲利           Stop Loss 止蝕         

每日一單：                                 1547.00                       1559.00                  1543.00 
                         

Hedging: (Buy & sell simultaneously)  1547.00                       1559.00                  1543.00 

對  沖 單：(同時買入及沽出)                   1546.50                       1534.50                  15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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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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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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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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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8  -HK 6,240 2012 +US$111.90 HK 87,282 2020    +US$16 HK12,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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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頁                      БУЛЬЛИОН ЭКСПРЕСС               2020年 1月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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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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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五)Fri 21:30 ☆☆☆☆☆ US 美國 Non-farm Payroll 非農業就業人數 +266K +167K 

10/1 (五)Fri 21:30 ☆☆☆☆☆ US 美國 Unemployment Rate 失 業 率 3.5% 3.5% 

10/1 (五)Fri 21:30 ☆☆☆ US 美國 Average Hourly Wage  平均時薪 +0.2% +0.3% 

10/1 (五)Fri 21:30 ☆☆☆ US 美國 Manufacturing 製造業人數 54K +50K 

即市新聞摘要 
加拿大及英國表示，根據情報，日前在伊朗墜毀的烏克蘭客機，是被伊朗的地對空導彈擊落，又指事件可能並非蓄意。美國有線新聞網

絡（CNN）引述美國情報官員說，該架波音 737﹣800 客機是被兩枚俄羅斯製 SA﹣15 地對空導彈擊落。報道說，美國看到伊朗雷達鎖定

該架客機，然後將它擊落。事件中，機上 176 名乘客及機員全部罹難。不過，伊朗航空組織的負責人阿比扎德否認飛機被導彈擊落的可

能。伊朗媒體引述他說，「從科學上來說，烏克蘭的飛機不可能被導彈擊中，這種謠言是不合邏輯的」。 

 

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一項法案，限制總統特朗普針對伊朗，採取軍事行動的能力。法案要求特朗普政府，假如不獲國會進一步授權，必

須在 30 日內，終止對伊朗採取一切軍事行動。民主黨籍的眾議院議長波洛西日前表示，特朗普上星期下令殺死伊朗軍事指揮官蘇萊馬

尼，是挑釁及不成比例的軍事行動，危害美軍及外交官，更有風險進一步加劇美伊緊張關係，國會有責任保障美國國民安全。 

 

中美在上月中，就首階段貿易協議文本達成共識後，副總理劉鶴下星期一至星期三，將會率團前往美國，簽署首階段協議。美國總統特

朗普表示，華府很快會與中國，展開第 2 階段貿易協議談判，但他可能會等到 11 月的大選後，才完成協議，認為這樣可以達成一份更好

的協議。 

 

英國下議院經過 3 日辯論後，在執政保守黨佔多數議席下，以 330 票對 231 票通過《脫歐協議法案》，確保英國將如期在本月 31 日離開

歐盟，法案將會送交上議院表決，通過後就會送交英女王御准，正式成為法律。 

 

移民顧問公司 Henley & Partners 連續第 3 年選出日本護照為「全球最強護照」，它可在 191 個國家獲得免簽證或落地簽證待

遇，新加坡以 190 個國家免簽排第 2，南韓和德國以 189 個國家並列第 3。香港特區護照獲 169 個國家免簽證，較去年更增加

了一個國家，但由於其他國家「增幅」更大，反而比去年下降 2 位，排名第 20 位；澳門獲 144 國家免簽證，排名 34 位，比去

年跌 1 位；中國獲 71 國家免簽證，排第 72 位，與去年排名相同。  

 

先前伊朗在向伊拉克美軍基地發射導彈襲擊之前，據報已經由瑞士、德國及伊拉克通知美軍先行撤退，以免造成傷亡。美國國

防部表示，伊朗發射了超過 12 枚彈道導彈，目標指向至少兩個伊拉克軍事基地——分別位於阿薩德和庫爾德地區半自治的埃爾比勒。特

朗普稱，美軍在伊朗導彈襲擊中沒有傷亡，且遇襲基地「僅有很小的損毀」。 

 

芝加哥聯邦儲備銀行總裁埃文斯表示，聯儲局今年可能不會改變目前的貨幣政策立場，他預計全年都不會調整利率。另外，達拉斯聯儲

行總裁柯普朗表示，聯儲局已將利率調整至維持經濟增長、壓低失業率及推高通脹的水平，又說聯儲局已暗示將維持利率不變，除非前

景出現實質性變化。聖路易斯聯儲行總裁布拉德表示，聯儲局去年放寬貨幣政策後，美國可能避開去年的經濟衰退風險，企業正適應新

的貿易環境，調整業務策略以實現盈利，對貿易戰的憂慮已有所緩解。紐約聯儲行總裁威廉姆斯就認為，目前的低利率環境限制了聯儲

官員在經濟低迷時期減息的能力，而通脹預期不斷下降可能導致聯儲局更加束手束腳。不過，決策者有能力避免通脹預期下行趨勢。 

 

美國聯儲局副主席克拉里達認為，去年的減息時機恰當，貨幣政策為新一年做好準。他指出，雖然美國失業率處於 50 年最低位，但強勁

的勞動市場仍未對通脹帶來壓力，並預計通脹將逐步升至 2%的目標。他強調，貨幣政策處於良好位置，應支持持續增長及強勁的就業市

場，以及通脹升向目標水平，只要關於經濟的最新信息基本與這前景保持一致，目前的貨幣政策立場可能仍然適當。他重申，聯儲局政

策並無預設路線，又說局方可能在 1月之後開始縮減回購協議操作的規模，並將於本月底舉行的政策會議上討論這策略。 

 

美國勞工部周四公佈的數據顯示，在截至 1月 4日的一周，美國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下降 9,000人，至 21.4萬人，低於接受彭博調查的

經濟學家的預期。波動較低的四周平均值下降到 22.4 萬人。首次申請失業救濟人數連續第四周下降，持續時間是 4 月份以來最長，印證

了勞動力市場強勁的跡象。在職位空缺處於高位並且難以雇用到有才能、經驗豐富員工的情況下，企業會更不情願讓員工離職。 

 

 恒指 ：28,597.73    +37.62                    上證綜指：3,089.26 -5.90                  道指 ： 28,956.90   +211.81 

Hang Seng Index (10:00am)                   Shanghai Composite (10:00am)               Dow Jones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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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viewing  &  Forecasting  2019-2020    (22)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This year is the year of general election, policies will stick to it. The slogan of 2016 is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and 

2020 is Keep America Great. US has already won a beautiful battle in the Sino US Trade War, and the second stage will 

also win. When compromise is achieved that means that can protect their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 else they would levy 

heavy tariff. They are on the beneficial side anyhow. 

 

In the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ey are still in leading condition, including Nuclear Free Ppolicy they would carry on their 

supervision can carry out adjustment or sanction. Mind that the state of traditional war has been changed to Decapitate 

Strike, no need to send 600,000 troops across the ocean as George Bush Junior and Senior because high technology 

replaced those wars. The consequence of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is to be the International Police. Focus will be on 

Nuclear Free and Human Rights. They believe only US has the power and willing to act as the International Police. 

 

The second stage Sino-US Trade Talk will aim at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 ultimate target is to carry out STAR WAR and 

will be explicit next week. 

 

Iranian incident is cooling down and US stock again on record high, mind that this year is still in bull market. The 

situation in Hong Kong in November is the worst from 14-20, and 21-27 is second darkest, will never be lower than that, 

but still need time to recover. The chance of success in 2
nd

 stage of Sino-US Trade Talk is 51% now. Anyway, American 

and Asian stocks rose in the past month. Mind that GBP and London stock are greatly rebounding. Gold after reaching 

top in last September fell down but now started another upward wave on Silent Night. USD falling and will push up gold 

price. 
Daily resistance 是日阻力位 : 1560 - 1575         Daily supporting是日支持位: 1532 - 1537 

美國初領救濟金人數    US Initial claim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