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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在望                          特朗普  與  奧巴馬                 (19)   再與天比高 

            

          美國總統就任之時，是要全盤接收上一任總統的政績。等於收購一間公司時，是資產與負債均需要同時要接

收的。舊公司之資產及現金固然可全數收納，但若他沒有交水費電費也要照交，否則就被切斷供應，不能只收資產

不收負債。特朗普接受了奧巴馬什麼？美股由 6,470點升至 19,999。因為 2016年本刊已說過破不了兩萬點，結果年

尾 4 度衝關，最高也只到 19,999 點，要等特朗普就職後才破 20,000 點。特朗普實在來得正合時，不過他也確實有

實力，當時不少人擔心他上任後，由大選後展開的特朗普效應會結束，大市可能掉頭，結果還是繼續升上去。 
 

        他上任後首個星期，初領失業救濟金人數即達至連跌 100 周的紀錄，奧巴馬替他打江山 99 周，他接收最後 1

周。所以當年本刊推出專題───行運醫生醫病尾、一劑藥攪掂！及後道瓊斯指數在 2017年創了 71 次新高，打破了

歷史記綠。 2018 年 8 月，標普打造了美股歷來最長的牛市；筆者也不再揶揄他是行運醫生了，他確有真材實料。

美國總統任期只有 4 年，就是要催谷他們盡量於短時間發揮所長，才可以連任再做 4 年，就要讓位了。等於電視台

的編劇，腦汁被榨乾後又要再換另一批新人。以前法國總統任期最長是 7 年，後來也縮為 5 年。民國初年總統任期

是 6年，及後台灣也改為 4年，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用總統制也是 4年。英國首相名義上最長可以做 5年，二戰後

就只有卡梅倫及馬卓安可以在任內做足 5年，其餘都要在任滿前提前大選，每任只做 4年或更少。 
 

         換了人有什麼好處。奧巴馬救市成績已十分綽越，可以將道指翻開對開也不止。本刊 2017 年初的專題是海寬

凭漁躍、天空任鳥飛，特朗普就任後當年道指創新高次數是歷來最多。2018 年很多末日博士在唱牛市要結束，大市

快要掉頭。本刊在年初推出專題再與天比高！結果標普打造最長牛市。如不換總統也不知原來可以再與天比高！奧

巴馬也帶來了貿易赤字，其實是喬治布殊的金融海嘯做成的，因為在他任內赤字雖然大幅增加，仍低金融海嘯的水

位，直至 2017 年 12 月，特朗普上任後 1 年，赤字才破金融海嘯紀錄。2019 年 1 月，美國失業率創 1969 年登月以

來最低紀綠，並一直保持至今天也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到了今時今日，無論功與過都是特朗普造成的了。貿

易赤字龐大及失業率之低、以至股市之高，都是前朝與本朝共同打造出來的，不可能只歸功於或歸究於某一人了。 
 (……待續) 

         今天早上金價和 1 個月前差不多，留意本年特點為炒完一大輪等於沒有炒過，年底之收市價將十分近年初的開市價。中

國在春節後已局部開工，但疫症仍有集體爆發之風險，如能開放讓國際專家介入處理情況會較好。非洲伊波拉病毒也是集益廣

思被壓下來的。標普納指又創新高，顯示外圍未因疫情有太大影響。特朗普乘勝追擊，繼中美貿易戰大勝及避過彈劾後，愛奧

華州初選勁敵拜登又大幅落後，連通訊社大享彭博也慘敗，主張每人派 1,000美元的華裔候選人更交白卷。如今又修訂對 20個

國家之反補貼法案，氣陷迫人。更隨口說武肺會在 4 月消失；信者失救！金價仍以保力加通道定位，7/2 筆者指即使出現 3 白

武士也不一定上升，今早回軟了。阻力位在 1866的上線，如今仍高於中線，下線已上升至 1546。留意通道在收窄並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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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ly Trading :                                                            Profit At  獲利           Stop Loss 止蝕         

每日一單：                                 1570.00                       1582.00                  1566.00 
                         

Hedging: (Buy & sell simultaneously)  1570.00                       1582.00                  1566.00 

對  沖 單：(同時買入及沽出)                   1569.50                       1557.50                  1573.50 

 

 
 (Buying & Selling at same time)          

 

BUY at sight現水位入貨
o1WLBUC  

 

Continue to hold previous short 
pso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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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持有先前買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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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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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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             港金息口       Interest of HK Tael Gold                     2020年2月 
1 (三)    / 11 (六) ／ 21 (二)     0 1 (六) ／ 11 (二)  21 (五)  

2 (四)   0 12 (日) ／ 22 (三)   0 2 (日) ／ 12 (三)  22 (六) ／ 

3 (五) +40 13 (一) -40 23 (四)    0 3 (一) -40 13 (四)  23 (日) ／ 

4 (六) ／ 14 (二) -40 24 (五) 0 4 (二)   +40 14 (五)  24 (一)  

5 (日) ／ 15 (三) -40 25 (六) ／ 5 (三) +40 15 (六) ／ 25 (二)  

6 (一) 0 16 (四)   -40 26 (日) ／ 6 (四) -30 16 (日) ／ 26 (三)  

7 (二)   0 17 (五) -40 27 (一) 0 7 (五)     0 17 (一)  27 (四)  

8 (三) -40 18 (六) ／ 28 (二) 0 8 (六) ／ 18 (二)  28 (五)  

9 (四) -40 19 (日) ／ 29 (三) 0 9 (日) ／ 19 (三)  29 (六) ／ 

10 (五) -40 20 (一) -40 30 (四) -40 10 (一) 0 20 (四)     

      31 (五)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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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 +18  +HK14,040 2012 +US$111.90 HK 87,282 2020    +US$65 HK5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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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二)Tu 17:30 ☆ UK英國 G D P     國內生產總值 +0.4% -0.1% 

11/2 (二)Tu 19:00 ☆☆☆ US美國 NFIB Index   中小企樂觀指數 102.7 102.9 

11/2 (二)Tu 23:00 ☆☆☆ US美國 JOLTS 職位空缺 6,800K 6,500K 

即市新聞摘要 
國家衛健委公布，昨日新增 2478宗確診新型冠狀病毒病例，累計超過 4萬 2千人確診，1016人死亡。湖北

昨日新增 2097宗確診病例，累計感染人數超過 3萬 1千人。 

 

倫敦帝國理工學院在一份新的報告中表示，新冠肺炎致死率預估為 1%，報告中他們試圖計入輕癥患者以及

位於疫情爆發中心的危重病例。研究員們努力計算病毒的嚴重程度及其擴散速度，以及多少人危重或死

亡。據他們估算，湖北省內重症病患的死亡率可能達到 18%。該學院傳染病學研究員 Neil Ferguson 表示，

這場流行病的影響可能與 20 世紀爆發的流感大流行時期相當。帝國理工學院研究員估計，截至 1 月 31

日，武漢居民感染率為 1.3%，但他們中 19個人裡只有一個人接受了病毒檢測，這意味著實際感染人數可能

遠高於官方數據的預測。 

 

澳洲東岸上星期起受到暴雨襲擊，令到持續數個月的山火，二十多個火頭被撲熄，但專家提醒，大雨引發

洪水，造成新的麻煩。 

 

美國落案起訴 4 名中國軍官，指控他們與一間信貸評級機構，遭受網絡攻擊的事件有關。該評級機構在

2017 年被黑客入侵，包括姓名及地址等敏感個人資料被盜取，超過 1億 4700萬美國人受影響，亦有英國及

加拿大人受影響。美國司法部長巴爾形容，今次是「史上最大型數據外洩事件之一」，又說是一次蓄意及

全面針對美國民眾個人資料的入侵。根據法庭文件，4 名被告是解放軍轄下一個研究所的成員，美國司法部

指控他們用了幾個星期時間，入侵該評級機構，竊取客戶的個人資料、數據編輯及數據庫設計等商業機

密。美國當局不清楚 4名被告目前身處的地方，他們會在美國受審的機會不大。 

 

川普政府在修改美國貿易救濟法律中的一項主要豁免，使其更加容易對中國、印度和南非等 20 多個所謂的

開發中國家進行懲罰。它們包括：阿爾巴尼亞、阿根廷、亞美尼亞、巴西、保加利亞、中國、哥倫比亞、

哥斯達黎加、格魯吉亞、香港、印度、印度尼西亞、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共和國、馬來西亞、摩爾多

瓦、黑山共和國、北馬其頓、羅馬尼亞、新加坡、南非、南韓、泰國、烏克蘭和越南。美國貿易代表辦公

室稱，修改對開發中國家的反補貼調查方法很有必要，因為美國此前的相關指引可以追溯至 1998 年，「已

經過時」。這一舉動標志著美國明顯轉變了 20 年來對開發中國家的貿易政策，可能導致對全球一些最大出

口國的處罰更加嚴格。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及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都表示，伊朗發射衛星的行動，違反聯合國安理會相關決議。 

伊朗解釋早前發射衛星失敗的原因。國防部發言人說在發射過程中，雖然搭載衛星的一級及二級火箭，正

常運行，衛星亦成功從火箭分離，但衛星在軌道末端，未能達到進入軌道所需的預定速度。 

 

2020 年奧斯卡電影金像獎全部揭曉，韓國電影《上流寄生族》（Parasite）奪下最佳電影獎，成為歷史上第

一部獲得奧斯卡最高獎項的非英語電影。 

 
恒指 ：27,583.83   +344.08                   上證綜指：2,903.21   +11.39                 道指 ：29,276.82 +174.31 

Hang Seng Index (10:00am)                   Shanghai Composite (10:00am)               Dow Jones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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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邦利率 1971-2020 

 

 

 

 

 

                        Donald Trump  &  Barrack Obama   (19)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When purchasing a company, both asset and liability must be received totally and cannot choose just asset without 

liability. So as American president must take up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of the previous.  What has Trump received from 

Obama? Obama pushed Dow Jones from 6,470 to 19,999. For in 2016, this bulletin also said Dow would not go over 

20,000. Trump received it totally and based upon it to make a more brilliant path. 

 

When Trump took office, the first week the Initial Claims reached a continuous falling of 100 weeks, Obama struggled 

for 99 weeks and Trump took up the last week. Obama had already done a very good job. Why they have to change 

president in so short a time of 4 years? For another one may be even better. In 2017, Dow Jones broke record high for 71 

times, the most ever. In 2018 S&P made the longest bull market in history. In 2019, the unemployment rate is the lowest 

since 1969 the Landing of The Moon. So Trump really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For trade deficit, the greatest was in 

Financial Tsunami of 2008 and Obama kept under this level until Dec 2017, Trump broke the high again. No matter for 

success and failure, it is based upon the foundation of the previous and struggle of the current. Both Obama and Trump 

should be praised and blamed, do not neglect either.  
 

The price gold of this morning is roughly the same as one month ago. Mind that the year-end closing will be quite near 

to year opening. Chinese factories are opening in these days gradually after the Lunar New Year, but the risk of 

community outbreak is still quite high. If they can open to international specialists, the situation will be better. The 

Ebolavirus (伊波拉病毒)is cured by group of international specialists also. NASDAQ and S&P are still breaking record 

high which means market still have positive prospects. Trump is tightening the trading rules with 20 countries after 

winning in Sino-US Trade Talk and Impeachment. He even said the Coronavirus will be disappeared in April. Don’t 

believe in him! On 7/2, this bulletin already said that even 3 white knights occurred in the gold chart still would not go 

up quickly and this morning did retreated. But now still above the middle line of Bollinger Bands. Resistance is at upper 

line which is 1866, support at lower line, it is going up to 1546 now. Mind the band is going narrower now. 

Daily resistance 是日阻力位 : 1582 - 1587       Daily supporting是日支持位: 1552 - 15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