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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在望                          特朗普  與  奧巴馬                 (22)   千秋功過 

            

          要衡量一位總統的政績，可能要若干時間等歷史去印證。但也有捷徑，一獎一罰就在某些地方定位。奧巴馬

得獎，特朗普受罰。前者得諾貝爾和平獎，後者被彈劾。奧巴馬連得了 12 年最受崇拜人物獎，期間包括未上任，

在任期及卸任後，特朗普只得 1次。至於時代雜誌的風雲人物，奧巴馬得了兩次獎，分別是 2008年大選及 2012年

競選連任時。特朗普得了 1次是 2016年大選年，今年 2020年尚屬未知之數。 
 

        奧巴馬將布殊發動的阿富汗及伊拉克戰事結束了，但敍利亞戰事仍沿用空軍及巡航導彈，特朗普繼而將無人機

刺殺升格至頭目做標的。布殊推動 NMD 防禦系統，奧巴馬升格至鳳舞九天的薩德系統，特朗普則要衝出地球發動

星球大戰。奧巴馬的火星計劃現總統也接力而上，登陸火星時他也卸任了。特朗普與金正恩在新加坡進行破冰會

面，不少人都說若然成功化解核危機會得到諾貝爾和平獎，但及後枝節頻生；還有伊朗核危機，都尚待解決。 
 

       股市方面，奧巴馬任內破了 10,000 大關後只推至 19,999 點，也頗遺憾，只怪老夫衰口早說他不能破 20,000

點。特朗普破了 20,000大關，30,000看來也無問題，不過 32,000就較難了。奧巴馬扭轉熊市變牛市，雖然 2020年

底將會有較大調整但仍在牛市。特朗普若然連任，他將很不幸要面對 2021 年由牛市變熊市的狀況。市場升升跌跌

本來就是家常便飯，也無需過份憂慮。但看來奧巴馬將道指數由 6470點推至 19,999點，即升了 309%，特朗普是無

法打破這紀錄的；不可能推至 60,000點吧！但特朗普在 2017年令道指創了 71次新高，後人也難以打破這紀錄的。 
 

       特朗普對減低貿易赤字頗有辦法，看來仍會再接再厲，除中國外亦會向其他國家展開貿易戰，奧巴馬這方不及

他了。至於財赤則兩位總統都未能改善，還是另待高明好了。而堵截拉丁美洲非法移民也是特朗普較有效。奧巴馬

結束了長達 43 年的石油危機，特朗普正以強硬手段去解決近半個世紀的總統都無法處理的知識產權大難關。但即

使最強的強人，也有他們的阿基里斯腳跟(死穴)，就是面對環保大災難，奧巴馬的潔淨能源及減碳計劃都沒有成

效。特朗普是商人出身更少提及此事。且看 2020 大選民主黨的候選人會否藉此攻共和黨的死穴。這點比貿易談判

及知識產權更為重要，更可造福蒼生。要使美國再度偉大，必需全力避免環保大災難的到來呀！！！！！！！！！ 
(全輯完) 

        武漢肺炎由於換了新計算法，因此工廠復工後會否加劇爆發？真正影響要等一段時期才可習慣得知實況。可惜的是

醫護人員仍有中招，顯示傳染性頗高及高峰期尚未過去。仍是要如履薄冰，步步為營！但特朗普繼續以強硬手段處理知

識產權問題，繼續將焦點放在華為，實行射人先射馬政策。要留意英鎊自 10 月起因落實脫歐展開升浪，真正好消息到來

時卻回軟，但歐羅卻因英國脫歐而下挫。美匯這小浪可能見頂，今明兩交易天將回軟。因此金價仍可上望至保力加通道

頂位 1587，但歐羅回軟會拖低金價。以前黃金很多時與歐羅同步，但英國脫歐後差異越來越大，即隨時成反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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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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持有先買單 

 

Continue to hold previous long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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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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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五)Fri 18:00 ☆☆☆ EU 歐盟 Trade Balance 貿易平衡 +20.7B +22.5B 

14/2 (五)Fri 18:00 ☆☆☆ EU 歐盟 G D P     國內生產總值 +0.1% +0.1% 

14/2 (五)Fri 21:30 ☆☆☆ US美國 Import Price Index 進口物價指數 +0.3% -0.2% 

14/2 (五)Fri 21:30 ☆☆☆ US美國 Retail Sales 零售銷售 +0.3% +0.3% 

14/2 (五)Fri 22:15 ☆☆☆ US美國 Industrial Production  工業生產 -0.3% -0.3% 

14/2 (五)Fri 22:15 ☆☆☆ US美國 Capacity Utilization 產能利用 77.0% 78.8% 

14/2 (五)Fri 23:00 ☆☆☆ US美國 Michigan U Index  密芝根大學指數 99.8 98.9 

14/2 (五)Fri 23:00 ☆☆☆ US美國 Enterprise Inventory 企業庫存 -0.2% +0.1% 

即市新聞摘要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肆虐，湖北省納入新診斷分類計算病例後，數字大幅上升；截至今天清晨，內地確診病例已

累計增至 64,658宗、1486人病死。當中疫情重災區的武漢市，確診病例增至 32,994宗、1036人死。 

 

美國總統特朗普接受訪問時表示，中國正以非常專業的方式，應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疫情，認為中國非常有

能力。特朗普被問到中國所提供的疫情訊息是否屬實時，特朗普認為，你永遠也不知道，但中國想表現出最好

的一面。他又表示，美國對中國沒有邀請美國疾控中心團隊協助控制疫情感到失望。但白宮經濟顧問庫德洛表

示，認為中國在疫情爆發問題上的透明度不高。 白宮相信中國武漢肺炎確診病例至少有 10 萬，而且中方嚴重低

報死亡病例。 

 

美國政府周四發行 30 年期國債，2.061%的中標殖利率創歷史新低，此前冠狀病毒在中國及世界各地的蔓延刺激

美債上漲，殖利率全線降至多月低點。此前的 30年期國債最低中標殖利率是去年 10月的 2.17%。此次發行好於

預期，在紐約時間下午 1點投標截止時間之前幾分鐘，交易表明殖利率接近 2.07%。周四的新債發行還導致了前

所未有的 2%的低票息率，之前的記錄是 2.25%。 

 

美國司法部周四對中國電信巨頭華為及其分公司提出新指控，指其涉嫌密謀敲詐及盜竊商業機密。司法部當日

在紐約布魯克林的聯邦法庭提出公訴，被告包括華為、4 家華為的子公司，以及目前正在加拿大接受引渡聽證的

該公司副董事長孟晚舟。但准許再寬 限華為技術公司將產品售予美國企業 45天時間，同時也 在尋找這家中國電

信巨擘的替代者。華府視華為為安全 威脅。 

 

美國政府正再研究由南韓承擔在韓部署薩德防禦系統 4900 萬美元費用的可能性。韓聯社報道，美國五角大樓月

初向國會提交明年度國防預算案中，列出有關費用，費用包括部署武器庫、安全照明、網路安全、道路排水等

設備。分析認為，南韓多次表明薩德防禦費用應由美方承擔的立場，美方一旦就軍費分擔問題談判向南韓施

壓，將進一步引發爭議。 

 

投資銀行瑞士信貸報告預估，歐洲央行 2020 年將會再降息一次，而這次降息預計再調降基準利率 10 個基點至 -

0.6%，瑞信並預估，歐元兌美元 1.07 大關恐將失守。在英國財政大臣 Sajid Javid 辭職後，英鎊上漲，英國國債

下跌。Javid辭職引起外界猜測英國可能會採取更多的財政刺激措施。 

 

美國初領失業救濟金人數為 205K，市場預測為 210K，上期為 203K。勞工部發布顯示，不含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消費者價格指數 1 月份環比上漲 0.2%，同比上漲 2.3%。環比漲幅符合預期。總體 CPI 環比上漲 0.1%，低於預

期；同比上漲 2.5%，高於預期。 

 
恒指 ：27,858.23  +127.97                     上證綜指：2,907.14   +9.06                  道指 ：29,423.31    -128.11 

Hang Seng Index (10:00am)                   Shanghai Composite (10:00am)               Dow Jones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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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ews.uchicago.edu/story/what-will-next-decade-bring-

science?fbclid=IwAR1si5UyvLJDCVokC6rG_ux0XMgpb_kLVEWFQ_NKYWsm94LeyfqAbCVa8Hs 

 
 

 

 

 

 

                        Donald Trump  &  Barrack Obama      (22)  History makers 

 
Obama got 12 consecutive year awards of The Most Admired Person, and Trump only once. Obama had been twice awarded 

Man of the Year in the Times Magazine and Trump only once. Above all, one punished and one praised, Obama got Nobel 

Prize of Peace, Trump impeached. The War in Iraq and Afghanistan of Bush ended by Obama, but in Syria still continued by 

air force only, Both Trump and Obama. Trump even used drone to assassinate the key man. Nuclear crisis still continue, 

Trump has started the Star War which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THAAD system of Obama. 

 

For stock market Obama pushed from 6,470 to 19,999 that is 309%, hard to break it. Trump broke the level of 20,000 easily 

and 30,000 is coming, hard to break 32,000 and hard to raise 309% to 60,000. However in 2017, Trump pushed Dow Jones to 

have record high for 71 times, this record is hard to be broken also. Trump lower the trade deficit and controlled illegal 

immigrant from Latin America, much better than Obama. The petroleum crisis that lasted for 43 years ended by Obama and 

Trump is using tough means (強硬手段) to fight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But above all, the Achilles’ Heels (死穴) of both 

Presidents is th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must control this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THE END) 

Donald Trump continued to protect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now is focusing against Huawei. As for British Pound it 

started to rise in October concerning the fixing of Brexit date, but when good news comes investors started to sell. This month 

the price is falling. Mind the USD Index is reaching the top and this small wave is going to end very soon. Formerly Euro is in 

same direction with gold but after Brexit, it may in reverse proportion. Stochastic Fast is showing a get-ready selling signal, 
but Stochastic Slow is still in buying signal. Price of gold will go to upper line of Bollinger Bands of 1587, but this year will 

move slow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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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氧化碳電腦模擬 
 
未來的十年如何改善環

保？芝加哥大學發出警

告，北半球市區所出的

二氧化碳，將覆蓋大半

個地球。 

 

十年後的世界如何？如

今仍有很多環保陷阱尚

待堵塞，否則環保大災

難將陸續爆發。 

 

衛星圖由美太空總署提

供，芝加哥大學校本部

製作，香港校園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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