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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在望                          特朗普  與  奧巴馬                 (21)   前朝餘孽 

            

          奧巴馬留下不少經濟成就讓特朗普去享用，但有沒有尚未完成的任務或更長手尾要來者去收拾殘局呢？當然

有！而且有些也是再前朝的總統留下來，且看北韓及伊朗的核危機、知識產權、貿易赤字、財政赤字、拉丁美洲非

法入境者等以至敘利亞戰事及各國之貿易條款談判，均尚有後續事件要處理，醫改政策則毀譽參半。 
 

    伊朗問題始於 1979年卡達總統的美國駐德克蘭大使館人質被挾持事件，而到 2006 年小布殊時代又開始伊朗核

危機，到奧巴馬時伊朗代更揚言要封鎖霍爾木茲海峽的石油，此封鎖威脅及核武危機今天仍然存在。雖然不是始於

奧巴馬，但他卻沒法終止事件。而且核危機在淡化一段時期後，如今又有重燃跡象。原因其實是和北韓息息相關。

北韓核危機也是始於 2006年布殊的時代，在 2017年為高峰，開戰機率最高時為 60%。特朗普和金正恩的破冰之旅

雖然備受好評，但及後阻滯多多。一般認為是北韓開天殺價，美帝落地還錢。伊朗目前仍是受西方國家制裁當中，

他們好像仿校北韓，越是發展核武，則談判時叫價可以更高。北韓核武技術來自巴基斯坦，伊朗來自俄羅斯。如非

採用釜底抽薪政策，恐怕將來核武技術開枝散葉，更難控制。 
 

   軍事行動方面，阿富汗戰事始於 1978 年卡達時代，而 2001 年布殊時代世貿中心遇襲又來另一波戰事。2009 年

奧巴馬諾貝爾領和平奬前一星期還要增兵阿富汗。2015 年安夜，最後一名士兵已由阿富汗返回祖家過節；而伊拉克

最後一名士兵也在 2011 年平安夜回家了。現時仍有駐兵是保護當地大使館及訓練本地新兵，不是用來作戰的。而

敘利亞戰事則只派空軍及以導彈出擊，沒有地面部隊。在奧巴馬時代，基本上已將伊斯蘭國打至只餘下雜牌軍在敘

利亞。阿爾蓋達的頭目拉登及中東狂人卡達非都被解決了。但伊朗的第 2 號精神領袖及中心人物仍要靠特朗普派無

人機去解決他們。如今伊朗的正規軍(正虧軍)及雜牌軍仍要靠特朗普去收服。 
 

     至於智識產權問題始於 90 年代的盜版光碟及軟件，經歷了克林頓、小布殊及奧巴馬仍然存在。如今特朗普解決

了。而技術轉移更是始於 80 年代之時，橫跨了列根、卡達、老布殊、克林頓、小布殊及奧巴馬年代。如特朗普能

夠在次階段的貿易談判解決問題，就真的可以符合列根的政策───使美國再度偉大！ 
(……待續) 

        新冠狀病毒疫情尚未見頂，無以哪種方式推算仍在增加，雖然速度放緩，但又改了官方算法，也要一段時期方可適應。美

股三大指又創新高。早說過本年道指今年會破 30,000 點，即使遇上史無前例的疫情，封城及小區管理達數十城市及數億人，仍

然是指日破關。但工廠陸續復工時仍有再爆發之風險，不宜輕敵，發展如何尚待觀察。而封城數十天之人士也需要心理輔導。

對美國影響有限，歐洲則有英國脫歐沖喜。金價在三白武士的後抽完成，雖然只是少許升破保力加通道中線，整體通道也收窄

了。隨機指數快版及慢版都同時出入貨訊號，昨天也說在今明兩天可能有突破，今晚可能再升一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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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ly Trading :                                                            Profit At  獲利           Stop Loss 止蝕         

每日一單：                                 1572.00                       1584.00                  1568.00 
                         

Hedging: (Buy & sell simultaneously)  1572.00                       1584.00                  1568.00 

對  沖 單：(同時買入及沽出)                   1572.00                       1584.00                  15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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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 

 
Previous Day上日利潤  －８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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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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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HK7,800 2012 +US$111.90 HK 87,282 2020    +US$49 HK3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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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四)Th 21:30 ☆☆☆ US 美國 Producer Price Index  生產者物價指數 +2.3% +2.5% 

13/2 (四)Th 21:30 ☆☆☆☆ US 美國 Initial Claims 初領救濟金人數 +202K +201K 

13/2 (四)Th 21:30 ☆☆☆☆ US 美國 Continuous Claims 續領救濟金人數 1,751K 1,748K 

13/2 (四)Th 23:30 ☆☆☆ US 美國 EIA Natural Gas EIA 天然氣 -137BCF -120BCF 

即市新聞摘要 
世衛組織衛生緊急項目負責人瑞安在日內瓦的記者會表示，現時猜測疫情的走向，為時尚早。 

 

新冠狀病毒採用新計算法，湖北衛生健康委員會聲明，從今天起湖北省將臨床診斷病例數納入確診病例數進行

公佈。臨床診斷指的是使用 CT 影像診斷患者。以前如果不進行額外的核酸檢測，許多通過 CT 影像發現的有肺

炎樣癥狀的患者不能被診斷為陽性病例。因此確診病例已累計增至 59,539 宗、1358 人病死。武漢市的確診病例

即將破 2萬宗，當地醫療設備、醫護人員、病床等嚴重不足，市疾控中心先後建設火神山醫院及雷神山醫院收治

感染患者；另以野戰醫院模式將 15 個公共設施改建成「方艙醫院」，專門收治輕症患者，目前已有 7 間啟用，

總收治 4313名病人。 

 

據奈及利亞知名媒體《Daily Post》報導，奈及利亞近日發現一種神秘疾病，截止 2 月 4 日該疾病已經感染了上

百人，並造成 15 人死亡。該疾病於 2020 年 1 月 29 日在尼 Oyi-Obi 社區爆發，症狀包括頭疼、發熱、腹瀉、嘔

吐、胃痛、身體無力和胃腫脹，最初的 4 名感染者在發病後 48 小時內全部死亡。 

 

澳大利亞上周的傾盆大雨，為前所未見的野火危機帶來希望。但綿延數月的森林大火已經摧毀了許多動物的棲

息地。現在，澳大利亞正式列出 113種需要「緊急幫助」的生物。 

 

美國新罕布什爾州 11 日舉行總統大選初選，參議員桑德斯以不足 2%的優勢壓倒政治新星布蒂吉格，他宣佈當

晚是特朗普時代「終結的開始」。參議員克萊布徹出人意表地躥升至第三位，而曾經在民調中領先的參議員沃

倫及前副總統拜登則落至四、五名。民主黨總統參選人正爭奪黨內提名，主張每人每月派錢一千美元華裔候選

人楊安澤由於形勢佳宣布退選。 

 

美國財政部週三 (12 日) 公布數據顯示，截至今年 1 月，聯邦政府的在 2020 財年前 4 個月赤字攀升至 3892 億美

元，較去年同期增長 25%，已達到 2019 財年的 40%。其中，今年 1 月的支出比收入多 326 億美元，遠高於預期

的 115 億美元，造成赤字成長加速，也是自 2011 年以來，最大的 1 月份赤字。在過去的 12 個月，美國預算赤

字達到 1.06 兆美元，使得國家債務總額達到了 23.3 兆美元。若僅就過去 4 個月數據來看，政府收入略增，由 

1.1 兆美元增加至 1.14 兆美元，但支出卻由 1.42 兆美元，增加到 1.57 兆美元，支出成長了 9.6% 

 

美國正在考慮提高長期以來的關稅上限，此舉旨在引發與世界貿易組織(WTO)其他成員國之間的關係重新磋商，

並加強對全球貿易體系的進攻。 

 

聯儲局主席鮑威爾重申對美國經濟前景的信心，強調經濟並無任何不平衡的地方。鮑威爾連續第 2日國會作證，

他對參議院金融委員會表示，目前低失業率、高工資、高就業增長的情況，並沒有不能持續的理由。不過，他

指出，聯儲局正密切關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預計對美國造成的影響會很快反映在經濟數據中。 

 

 

 
恒指 ：27,808.13   -17.53                   上證綜指：2,922.23   -4.90                       道指 ：29,551.42     +275.08 

Hang Seng Index (10:00am)                   Shanghai Composite (10:00am)               Dow Jones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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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t control CO2 emissions before 2025, or else climate change will occur seriously and unknown infectious diseases as 

that in Nigeria will occur very often.  

必需 2025 年前控制全球二氧化碳釋放量，否則氣候變化會急劇加速，而類似尼日利亞之不明傳染病亦激增。 

 

 

 

 

 

                        Donald Trump  &  Barrack Obama      (21)  Aftermath 

 

There are a lot of economic success carried forth from Obama to Trump, but any unpleasant aftermath? ---- Nuclear 

Crisis of North Korea and Ir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trade deficit, treasury deficit, Latin America refugee, Syrian 

War and Trade Talk with all countries. While Obamacare, there is a mixed reputation (毀譽參半). 

 

Iran crisis started in 1979, the presidency of Jimmy Carter, rose up again in Bush administration of 2006 for nuclear 

crisis. For in the crisis of North Korea, they got a lot of benefit in negotiation. This story told others when they want 

to have more benefits must develop nuclear weapons. The nuclear technique of North Korea comes from Pakistan, 

and Iran from Russia, to eliminate the crisis must have a bottom pay (釜底抽薪). 

 

The war in Afghanistan ended in 2015 and in Iraq in 2011 by Obama, also Laden and Gaddafi were killed, but 

spiritual leaders in Iran still need to be solved by drones of Trump. Moreover, Technology Transfer (技術轉移) has 

been lasting from Reagan, Carter, Bush Sr, Clinton, Bush Jr and Obama. As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it has been 

lasting since Clinton till now. 
 

The calculation of Wuhan Coronavirus is renewed that some suspected cases are classified as confirmed, thus the 

totally number increased, anyway, factory re-opening is a high risk action and we need to observe further. The 3 

major indices of US broke record high again, already said this year will go over to 30,000, its quite easy now. As 

for price of gold, after the 3 white knights, it had a pullback, now is just a little over the middle line of Bollinger 

Bands. The Band width is getting narrower. Both Stochastic Fast and Slow shown buying signals. Yesterday  

already said there might be a breakthrough either “today or tomorrow”. 

Daily resistance 是日阻力位 : 1585- 1590       Daily supporting是日支持位: 1558 - 15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