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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在望                          特朗普  與  奧巴馬                 (2)  前奏曲 

          

           特朗普與奧巴馬就職之前，都分別奏出獨特的前奏曲，各自有精彩。共同點就是人氣高漲，這兩位候任總統

的光環都某程度上凌駕於在任總統。但最大的分別，是奧巴馬在候任總統的年份，即 2008 年即首次獲取最受崇拜

的美國人殊榮，而由該年開始，連續 12 年奪取冠軍，直至 2019 最一年才與特朗普成雙冠軍。特朗普是要就職後的

第 3個年頭才得此獎，而還要和奧巴馬平分。 

 

         奧巴馬在金融海嘯之後參予大選勝出，就像諸葛亮那樣"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危難之間"。當時不少人都望能

有一任救世主出現去力挽狂瀾，以代替那位攪了一大頭佛出來喬治布殊。所以奧巴馬人氣高漲，甚受愛戴。但特朗

普當選之時，卻史無前例催生了特朗普效應，股市急升，也是一直延續至今。兩者都是大紅人。以特朗普效應來說

風頭也甚勁。為何會有此效應？因為奧巴馬救市雖然成功，但卻有人埋怨速度太慢，以美國的實力應在兩、三年內

復元，但前後卻人了 6 年時間。到底是前朝布殊創傷太深抑奧巴馬救市速度太慢？很難定斷！但特朗普當選後，也

發生了罕見的事。不是單單受到群眾的歡呼，也有抗拒他的大場面…… 

 

   溫故知新，諸君請不要忘記當年大選後發生的事。2016 年美國大選是在 11 月 8 日(星期二)，點票結果星期三

確認特朗普當選，股市急升，星期四便創歷史新高，即市為 18873，收市為 18807。但事情並非這麼簡單，亦有不

少人反對他當選的，因為當年的大熱人選是希拉莉。請參閱 2016年 11月 11日(星期五)本刊的新聞報導─── 

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許多人視為噩夢，全國多市發起示威，當中加州有人揚言發起「脫美」獨立運動。特朗普雖
在勝利演說中呼籲國民團結，但多個城市周三仍爆發示威，加州奧克蘭、三藩市及洛杉磯等多地逾萬民眾上街。奧
克蘭有近 6,000 人抗議，示威者打爛商店櫥窗及縱火燒垃圾桶，與警員爆發衝突，警方施放催淚彈驅散人群，至少
兩名警察受傷，兩部警車損毀。 
從紐約、芝加哥到洛杉磯，美國逾 25 個城市大批不滿特朗普的民眾紛紛走上街頭，高喊「不是我們的總統！」
「不要特朗普！不要 3K 黨！不要種族主義的美國！」為了防範汽車炸彈衝撞恐襲，紐約曼克頓特朗普大樓門外設
置水泥牆磚，布滿砂石車，當局宣布大樓上空為禁飛區。 

(……待續) 

       中國代表團昨天起飛，今天扺達美國，明天簽署"馬關條約"式的貿易協議。上月中定案時不少人士稱之為喪權

辱國，只是本刊聲稱中國肯簽的話肯定是有利的。上海股市去年長期處於 3000 點心關口之下，今天已升至 3100 的

金不換水位。而道瓊斯及恒生指數都有意挑戰 30,000 點，一片好景。基於股升金跌的市場定律，金價在伊朗危機過

去後又徧軟了。不要忘記本年金價特點是炒完一大輪好像沒有炒過，價位和先前差不多呀，今天又打回原形了。 

              
 

  
                                                                    

                                

 

 

！ 

Daily Trading :                                                            Profit At  獲利           Stop Loss 止蝕         

每日一單：                                 1540.00                       1528.00                  1544.00 
                         

Hedging: (Buy & sell simultaneously)  1540.50                       1552.50                  1536.50 

對  沖 單：(同時買入及沽出)                   1540.00                       1528.00                  1544.00 

 

 
(Buying & Selling at same time)          

 

SELL at sight現水位沽貨

o1WLBUC  

 

Continue to hold previous short 
psoition 

 

Previous Day上日利潤+8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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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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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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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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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2  -HK 1,560 2012 +US$111.90 HK 87,282 2020    +US$30 HK2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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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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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二)Tu 19:30 ☆☆☆ US 美國 NFIB Index   中小企樂觀指數 104.7 104.8 

14/1 (二)Tu 21:30 ☆☆☆ US 美國 Consumer Price Index 消費者物價指數 +0.2% +0.1% 

14/1 (二)Tu 23:00 ☆☆☆ US 美國 IBD/TPP Index 經濟樂觀指數 57.0 57.2 

即市新聞摘要 
媒體報導，美國今 天將正式對中國撤銷操縱匯率以獲取不公平貿易利益的 指控。 這個消息出現在美、中預

定簽署局部貿易協定的 2 天之前，消除了去年 8 月美國總統川普所造成的雙邊關 係嚴重惡化。當時川普履

行競選承諾，將中國稱為匯率 操縱國。 CNBC今天引述消息人士的話報導，美國財政部將為 中國撤除這個

標籤。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網站 Twitter 貼文，再度辯護擊殺伊朗革命衛隊指揮官蘇萊馬尼的決定，指出蘇萊馬

尼對美國未來有「迫在眉睫」的襲擊威脅，又強調擊殺對方的行動事前得到政府團隊的同意，但同時又表

示蘇萊馬尼的威脅「不重要」。康涅狄格州民主黨籍的資深參議員克里斯墨菲在 Twitter 反駁，形容特朗普

擊殺蘇萊馬尼是非法行動，指責特朗普在未經國會批准下，向其他國家發起軍事行動，令美國變得更不安

全。多名議員亦質疑特朗普未能拿出足夠證據，證明有襲擊事件即將發生。共和黨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

奈爾，在召開參議院會議時讚揚特朗普的軍事行動大膽，批評民主黨人玩弄政治，影響華府對國際事務的

判斷。 

 

美國國會眾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希夫要求共和黨溫和派，向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施壓，容許證人在

彈劾總統特朗普的審訊中作證。他為國會議長波洛西仍未將兩項彈劾特朗普的議案，送交參議院辯護，聲

稱波洛西只是期望參議院的審訊，能夠有更大透明度。希夫又表示，不會支持特朗普要求傳召前副總統拜

登及兒子亨特作證，因為審訊是針對特朗普，並非拜登。 

 

NBER 的論文指出：「數據顯示，美國的關稅導致外國鋼鐵出口商大幅降低價格以進入美國市場。因此，

外國鋼鐵出口商正承擔接近一半的鋼鐵關稅成本。但是由於中國只是美國的第十大鋼鐵供應國，因此這些

成本主要由歐盟、韓國和日本等國家／地區承擔。」 

 

距離菲律賓首都馬尼拉 70 公里處的塔爾火山（也稱塔阿爾火山，Taal volcano）周日（12 日）開始噴吐巨

大火山灰，已經造成當地航空混亂和近上萬人撤離。 

 

從 2019 年 9 月開始，火勢洶洶，已經吞噬了 10 多萬平方公里，仍無消停之勢。迄今為止，除了 27 人遇

難，還有無計其數的野生動植物，包括瀕危物種， 袋鼠、考拉、樹懶……葬身火海。連續破紀錄高溫和嚴

重旱災是這次叢林野火持續不斷的主要原因。 

 

離岸人民幣連續第五天上漲，周一收於近六個月最高點，人民幣今年迄今是彭博追蹤的 24 個新興市場貨幣

中表現最佳的貨幣之一，在岸和離岸人民幣均上漲逾 1%。在岸和離岸人民幣去年均下跌 1.3%。對貿易停

戰的預期以及顯示中國經濟產出變得堅挺的數據幫助提振人民幣走強。一些分析師預計人民幣在三個月內

將自去年 5月以來觸及 6.8兌 1美元的水平。 

 

  
恒指 ：28,997.55    +40.01                    上證綜指：3,122.71 +6.95                   道指 ： 28,907.05   +83.28 

Hang Seng Index (10:00am)                   Shanghai Composite (10:00am)               Dow Jones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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唔駛驚、嫲嫲係大廳!  

                                      Janet Yellen in Hong Kong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1/13/P2020011300461p.ht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63ezaTINyo&feature=youtu.be 

前美國聯儲局主席耶倫，昨日在香港出席 2020 年的第 13 屆亞洲金融論壇，在專題午餐會發表演講時表示低息

環境會令存戶利益受損，所以央行以貨幣政策推低利率的同時，亦要配合其他部門的財政政策，最重要的是如何

提供足夠就業和合理工資，有助實體經濟重上增長軌道；如果經濟基礎差而投融資需求轉弱的情況下大幅放水，

對經濟而言是落錯藥。 

耶倫於 2014-2018 出任聯儲總裁，為全球 4 大央行首位女總裁。至於明天就要簽署的中美貿易協議，她也展

現樂觀看法，並指今年的美國大選將令貿易摩擦進入短期休戰，唯第 2 階段貿談面對更多困難，中美雙方就

技術轉移、5G、人工智能等議題勢必出現分歧，關稅亦對全球經濟不利，她呼籲兩國代表定期溝通才可化解

當前困局。 

         Janet Yellen the US federacl Reserve chair from 2014 to 2018 gave her speech in HK yesterday. She is 

the first female chair among the Four Major Central Banks of the world. 

 

 

 

 

 
 

 

 

 

 

 

                                          

 

 

 
 

 

 

 

 

 

 

                           Donald Trump  &  Barrack Obama           (2)  Prelude 
 

Immediately after they won the general election, both Trump and Obama became fair haired boys (大紅人), but in 

different manners. Obama took office after the Financial Tsunami of 2008,  people hoped that a savior can turn up to save 

the economy and replace the complete mess (大頭佛) of George Bush. Barrack Obama won the Most Admired Person in 

US since 2008 before he took office as president and unexpectedly has been keep on 12 consecutive champions till now.   

 

After Trump won the general election, there was also a Trump Effect which made the Dow Jones rose sharply and is still 

rising nowadays, so why Trump could not replace Obama as the Most Admired Person?  At first it was not so welcome, 

please refer to the Bullion Express on 11th Nov 2016. A lot of demonstration occurred claiming that Trump should not be 

the president in 25 cities of US. Actually the hottest candidate at that time was Hilleary Clinton. So, both Trump and 

Obama had different preludes before thy took office. 

 

The first stage of Sino-US Trade Agreement will be signed tomorrow, last month when it was fixed, a lot of people claimed 

that is a humiliation agreement (喪權辱國) to China for Chinese sides retreated too much. However this bulletin said that 

it should be beneficial to China or else they won’t sign it. Before that, the Shanghai Stock Index was under the 

psychological barrier of 3,000 for most of the year, but today, it is above 3100 points. Even Dow Jones and Hang Seng 

Index are challenging 30,000 points. But when stocks are rising, it would bring down the price of gold. Mind that this 

year there is a very special phenomenon, after a great deal of trading it would go back to the beginning. Lo and behold, ! 

The price of gold today is very near the year opening, mind that it may be happen by year end.  

 
Daily resistance 是日阻力位 : 1550 - 1555         Daily supporting是日支持位: 1522 - 1527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1/13/P2020011300461p.ht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63ezaTINyo&feature=youtu.b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