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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在望                          特朗普  與  奧巴馬                 (20)   貿易協議 

            

          中美貿易協議簽署後，由於條件十分之荷刻，所以不少人都擔心中國是否能有能力去全面履約，這條約與前朝各位總統

簽署的貿易協議最大不同之處，是附帶嚴格執行之條件及未能達標之後果。正如盜版光碟及軟件之談判也談了數十年，這次才

有果斷之杜絕措施。特朋普的強硬態度，已超越了先前多位總統包括奧巴馬、布殊及克林頃；他們都有談及盜版軟件但問題今

天仍存在。即使中國網民表態不滿還是簽署了，這肯定是對中方有若干好處才簽的。 

 

     如今競爭越來越大，中國要超英趕美，其他國家也要超越及追趕中國的。大國有金磚五國，小國有亞洲五小虎；都在冒

起當中，不容輕視。持續兩年的中美貿易戰已使大量貿易流失到這些地方，也要設法挽回。當中印度的人口在 2025 年將超越

中國，大量人力資源可提供更廉價產品，世界工廠地位恐怕會被取代。他們的太空事業及電腦科技都瞄準中國，設法超越或迫

近。雖然人口密集的缺點大家都有，但印度處理衛生及傳染病例子這世紀以來更被證實可更有效控制疫症。印度電影產量早已

超越荷里活，韓國更破天荒首次成為外國電影奪取奧斯卡最佳電影獎。馬來西亞更自認為五小虎之首，經常要突出自己，給予

四小龍一定壓力，已定下停止供應淡水給新加坡的日期。去年大馬之高齡總理馬哈迪更公開說香港特首林鄭應該下台，連美帝

及英帝也不會這樣指點其他領導人，最多也是呼籲和談而已。馬國的 MM2H 第二家園計劃，更率先公開說不接受香港警察的

申請，比美帝的人權法更先表態。昔日越南船民大批逃港，哄動全球，如今反過來提供優惠吸引香港專才移民。中國高鐵外銷

一向領先，但李克強與泰國洽談之工程卻中途被日本安倍晉三提供更大優惠搶去了。中國 5G 技術領先各國，但 6G 開發卻又

被日本反超前了。可見大小國家都在冒起，各方都在增加自己之重要性。中國面對之競爭越來越大，不能輕敵！ 

 

  中美貿易談判之中，中國是順差國即得益國，即使收窄後仍是得益國，因為先前得益太多一下子回收，感覺上肯定不習

慣。但若不妥協美方會大幅加徵關稅，貿易額就會流向其他國家，不管是七大工業國、四小龍、五小虎或金磚五國，他們都虎

視眈眈。美中貿易之龐大逆差，不是中國做成而是美國消費者做成的，皆因中國產品價廉物美，如果加徵關稅就喪失了競爭

力，消費者會選擇其他國家的低成本產品；中國評估後認為簽約比對美方加徵關稅還合化算。盜版光碟及軟件問題，由 90 年

代的科網熱朝開始至今已談了數十年，始終要終止的，不是退讓而是回歸正途。觀乎上海股市之反應，由 12 月初談判落實後

就返回 3,000 點的心理關口之上，直至 1 月底武漢肺炎失控為止都保持在這心理關卡之上。顯示了投資者也頗為理智，沒有受

到所謂喪權辱國的情緒影響。貿易協議後來加了突發事故條款，即如發生大災難可以協商延期，因為中方說在 1 月 3 日已通知

了美國此疫症。但即使沒有這附加條款，如今這情況要押後實施也是正常不過的，但相信要待疫情穩定後才可知要推遲多久。 
 (……待續) 

        中國工廠陸續分批復工，若能制止交叉感染就可過此一關，但武漢肺炎潛伏期如今又說可長達 24 日；因此集體爆發風險

仍然存在，目前仍要步步為營；何時見頂要過了這 24 日潛伏期才可定斷。海外感染情況仍在增加，除油郵輪外未算太嚴重。

皆因大眾防疫意識都提高了。中國工廠復工後物資短缺可以緩和，昨天市場反應一般，道指跌 0.48 點，金價原地踏步，油價跌

至 50邊緣。金價和一個月前水位真的差不多，可能年尾收市價和年初開市價也差少許而已；今明兩天有機會打破悶局。 

              
 

  
                                                                    

                                

 

 

！ 

Daily Trading :                                                            Profit At  獲利           Stop Loss 止蝕         

每日一單：                                 1568.00                       1580.00                  1564.00 
                         

Hedging: (Buy & sell simultaneously)  1568.00                       1580.00                  1564.00 

對  沖 單：(同時買入及沽出)                   1567.50                       1555.50                  1571.50 

 

 
 (Buying & Selling at same time)          

 

BUY at sight現水位入貨

o1WLB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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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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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vious Day上日利潤  －４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１４ 

 
Previous Day上日利潤  －８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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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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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HK10,920 2012 +US$111.90 HK 87,282 2020    +US$57 HK44,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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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三)We 18:00 ☆☆ EU 歐盟 Industrial Production  工業生產 +0.2% -0.2% 

12/2 (三)We 20:00 ☆☆ US美國 MBA Mortgage MBA抵押貸款 +5.0% +5.1% 

12/2 (三)We 23:30 ☆☆☆ US美國 EIA Inventory 石油庫存 +3,355K 3,450K 

12/2 (三)We 28:00 ☆☆☆ US美國 Treasury Budget 財政預算 -13.3B -12.5B 

即市新聞摘要 
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表示，新型冠狀病毒疫苗有望在 18 個月內準備就緒，目前仍需竭盡全力防控病毒。他又

說，各國應該將新型冠狀病毒視為頭號公敵，病毒比恐怖主義造成的後果，威力更大，不能讓病毒在本地傳

播。 

 

為防控武漢肺炎疫情擴散，內地很多城市實施封城，工廠則延長春節假期，部分至今仍未復工。路透引述消息

報道，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周向高層官員提出警告，稱疫情防控措施已過了頭，正威脅經濟，敦促官員不可再採

取更嚴格的防控措施。其後，內地多個部門相繼推出措施紓緩疫情對經濟的衝擊，財政部昨宣布，提前下達今

年新增地方債額度 8480億。 

 

首相約翰遜號召脫歐後的英國開啟一場「交通革命」，決定備受爭議的高鐵二期面對再多困難也要繼續施工，

但項目最終是否能完工，仍有多方質疑。 

 

最新發射的歐洲「太陽軌道飛行器」（Solar Orbiter）朝著近觀太陽南北兩極的目標前進。由歐洲太空總署

（ESA）牽頭研發，再交由美國太空總署（NASA）發射。飛行器於美國東部時間星期天（2 月 9 日）深夜從佛

羅里達州卡納維拉爾角空軍基地順利升空，整項任務為期 7 年，其中從地球飛往太陽需時約兩年，預計在 2021

年 11月到達執行任務位置。這計劃耗資 15億歐元將為人類發回前所未見的太陽高清照片與視頻，但其意義不僅

僅是一台高清照相機，研究人員還希望從中加深了解這顆恆星的動態特性。 

 

美國聯儲局主席鮑威爾今天表示，將持 續關注在中國爆發的 20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所造成的任何衝擊。法新社

報導，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已導致逾 1000人喪 生、交通運輸中斷和企業店家停工停業，延誤出貨重要 零組件給外

國製造商。鮑爾在國會作證時指出，聯儲局正「密切關注這種 冠狀病毒疫情發展，疫情可能導致中國出現混

亂，並擴 及全球其他地區經濟」。在美國央行主席半年一次向聯邦眾議院金融服務委 員會發表貨 幣政策報告

中，鮑威爾以就業增加紮實和經濟持續成長為 由，樂觀看待美國經濟發展。 

 

聖路易斯聯邦儲備銀行總裁布拉德表示，為應對新型肺炎疫情擴散，中國經濟首季增長預期將明顯放緩。他

說，參考以往爆發的疫情對美國債券收益率產生切實影響，這影響會一直持續至病毒明確受控，而目前似乎已

發生同樣情況。 

 

波音公司 (BA-US)1 月份未獲得新飛機訂單，公司一度最暢銷機型 737 Max，在兩次致命的墜機事故後仍然停

飛，並對集團業務帶來重大不利影響，加深財務壓力。在交付數量上，今年 1 月波音也只向客戶交付 13 架飛

機。相較之下，1 年前他們拿下 45 架飛機訂單 (取消訂單後)，交付 46 架飛機。另一方面，波音的主要對手空中

巴士 (Airbus SE) 上週發布了至少 15 年來最佳的 1 月成績，獲得 296 架飛機的總訂單，取消後的淨訂單為 274 

架。 

 

 

 

恒指 ：27,751.23   +161.91                   上證綜指：2,905.08   +3.48                   道指 ：29,276.34     -0.478 

Hang Seng Index (10:00am)                   Shanghai Composite (10:00am)               Dow Jones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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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ald Trump  &  Barrack Obama      (20)  Trade Agreement 

 

The Sino-US Trade Agreement is very strict that some people afraid China is unable to fulfill all the terms on time. 

This Agreement is different from the previous for it clearly stated when terms are not fulfilled, serious actions will 

be taken at once. Such as the copyright of softwares and discs, it had been discussed long ago since the Dot.Com 

bubble (科網熱潮) of 1990s, but problem still exists nowadays. China is not defeated but just go back to normal. 
 

Such a great US trade deficit actually is not made by China, by the consumers of America. Goods are placed on the 

shelf facing competition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consumers pick them up because they are cheap and nice. If China 

thinks the Agreement is so strict and unwilling to sign, tariff will be levied and their goods will have no 

competition. After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igning the agreement has more benefits than disadvantages.  All over 

the world is aiming at surpassing China, just like China wants to surpass USA. The population of India will 

overtake China in 2025 and abundant cheap labor can supply to the replace the status of China being the Factory of 

the World. During the Trade War of the past two years, a lot of business had gone to other countries such as G7, 4 

Small Dragons, 5 Small Tigers and BRICS. 
 

The factories of China are on the way to re-open step by step after the Lunar New Year holidays. It is said that the 

incubation period (潛伏期) of the Wuhan Coronavirus can be as long as 24 days, so high risk still exists during this 

period. Hope that there is no cross-infection (交叉感染) during this period or else greater outbreak will be 

occurred. The disease is continuing to spread to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but still under control outside China. 

When the production line of China goes back to normal, shortage of supplies will easier. The response of the 

market is just so and so. Dow Jones fell 0.48 points, oil price downed to US$50. Gold price is in original place as 

one month ago. Mind that the year-end closing might be quite near to year opening. But a breakthrough will come 

very soon, may be today or tomorrow just keep an eye on it. 

Daily resistance 是日阻力位 : 1582 - 1587       Daily supporting是日支持位: 1550 - 1555 

英國脫歐  

     大開中門 
 

  本刊下一期專題是英國脫歐，

將於 2月 17日 (星期一) 付梓，請密

切留意。 

 
GO ! GO ! GO ! 

The next topic of this bulletin is concerning BREXIT, will be 

launched out on 17th February (Mond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