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頁                      БУЛЬЛИОН ЭКСПРЕСС               2020年 3月 24日(星期二) 

                    本刊自 2015開始被翻譯成俄羅斯文在歐洲同步發行    This bulletin is being translated into Russian since 2015 

電話 Tel：3180-8803 

網址 Web：www.31808888.com 

   

 

The Bullion Express 

黃 金 快 訊  

 
 

 

 

 

 

 

 

 

 

天下在望          英國脫歐、大開中門                (27)   出埃及記 

        
       出埃及記場面重現英國，10 天內 50 萬留學生分海、陸、空 3 路離境，與數年前地中海難民峰湧而入成強烈對比。英國運輸

系統發揮超高性能，於短時間疏散人群，沒有發生人踩人事件，全部秩序井然。但倫敦回港機票經濟倉炒至 HK$30,000，商務倉

則炒至 HK$200,000 仍然全面爆滿。這是脫歐後的奇景，是禍是福？是管治危機？抑政策成功？總之英國醫療系統得到戲劇化的

舒緩，免於意大利或武漢式崩潰。這次疫症，使要求英國脫歐後要有硬邊界的聲音越來越大，以免重蹈覆轍。宜密切留意！ 

 

  離境學生包括全球各大洲歐、亞、非、美。當中有確診者、懷疑確診者、隱形帶菌者、超級帶菌者。他們替英國大腳解

圍，避過一場更大的災難。當中也包括新感染者，因為長途航機不可能不去洗手間，而又因在客倉戴口罩時間太長，到了洗手

間以為只有一人便除下口罩洗臉，但卻不知上一手使用人是否帶菌者，密封空間氣流迴旋，而且經濟倉洗手間使用率頻密，一

個接一個無間斷，無論呼吸或觸摸均十分容易感染。2 月 17 日，BBC 以頭版報導香港大盜於凌晨時份去超市搶廁紙，這事居然

發生在金融中心的香港，轟動國際。人家不敢再來香港了，因怕物資短缺。也引發了各地的物搶購潮。但突然走了 50 萬人，也

無需再憂慮物資短缺。先前他們怕去的地方，如今卻以天價買機票回去。但這行程卻使某些人在航機上洗手間中招。留下不走

的，卻可享受難得一見的藍天白雲。在海德公園的草地打滾晒太陽，在劍橋大學的 16條橋上賞月，花間月下，浪漫寫意！ 

 

       到底這是約翰遜事先部署的陰謀，抑真的無心插柳？要去問他才知。只是筆者認為是反對黨迫宮機會較大，民主國家領導人

不能太逆民意，否則隨時會被拉下台。先前錯信冷氣房軍師的建議，見形勢不對就要就需馬上修正。因傳來一向不怕死的伊斯

蘭國學生也要逃亡，天價機票代表盡失民心。而在資訊自由的社會，也沒有人可以隱藏甚消息。工黨已拉夠票數準備發動不信

任投票，民調機構也示意他的首相寶座將受挑戰，甚至海外傳媒也批評這豪賭太過冒險。約翰遜曾分別與德國梅克爾及美帝特

朗普商討佛系抗疫政策，最後為示與眾不同只有英國採用。民眾有自由吸取各方消息及決定去留，自行評估風險。每年 4月公布

的新聞自由指數，去年英國排名第 33，香港回歸後屢屢向下，去年是第 73，預料因逆權運動本年大幅下跌。中國在 180 個國家

排名第 177，今年因新冠病毒可能更低。剩下來就看去年的頭 3 名如何執位了，順序是挪威、芬蘭及瑞典。都是歐洲國家。且看

脫歐後英國又如何呢？新聞自由不是要來好看的，是關乎全球人士的健康及性命，以至經濟繁榮及國家聲譽，只看如何面對。 
     (…..待續) 

      美聯儲局推出無限量的 QE 政策，即大印鈔票直至夠用為止。銀紙不值錢金價自然上升。消息曾使美股反彈。後來因參議院在救市

方案未能得到共識，由於議案範圍太大，但卻被形容為只差一步。及後美股仍跌了 582 點。雖然各國都有禁足令或隔離令，加州民眾

仍去享受陽光與海灘。加州有患者在鏡前現身說法，本來確診後情緒低落，但白宮團隊向他推銷抗疫藥物，並保守地說明現時只是試

用期，本來希望不大，但他卻風騷地說藥到回春。金價昨晚收在日本雲層圖頂位，今天阻力位變支持位，穿越了日本雲層，可以按承

托力而上。隨機指數快版及慢版均轉向好，不過 MACD 反應較慢，要等它森林線轉為正數才可全面向好，否則目前只可說短暫向好。

美匯指數自高位回落，可能會再推高金價。美國疫情可能在本周內到達高峰，下周未期開始回落。美股可望在本周之內尋底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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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ly Trading :                                                            Profit At  獲利           Stop Loss 止蝕         

每日一單：                                 1572.00                       1585.00                  1567.00 
                         

Hedging: (Buy & sell simultaneously) 1572.00                       1585.00                  1567.00 

對  沖 單：(同時買入及沽出)                  1571.50                       1559.50                  157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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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vious Day上日利潤  －８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１３５ 

 

Previous Day上日利潤   －４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 １８４ 

 

http://www.3180888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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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             港金息口       Interest of HK Tael Gold                     2020年3月 
1 (六)  ／ 11 (二) 0 21 (五)    +30 1 (日)    ／ 11 (三) 0 21 (六)   ／ 

2 (日) ／ 12 (三)   0 22 (六)   ／ 2 (一) -40 12 (四)   0 22 (日) ／ 

3 (一) -40 13 (四)   0 23 (日) ／ 3 (二)   0 13 (五) +30 23 (一)  0 

4 (二)   +40 14 (五) 0 24 (一) 0 4 (三) 0 14 (六)   ／ 24 (二)  

5 (三) +40 15 (六)   ／ 25 (二)     0 5 (四) 0 15 (日) ／ 25 (三)  

6 (四) -30 16 (日) ／ 26 (三)   0 6 (五) 0 16 (一)   0 26 (四)  

7 (五)     0 17 (一)   0 27 (四)   0 7 (六)   ／ 17 (二)   0 27 (五)  

8 (六)  ／ 18 (二)     0 28 (五) +20 8 (日) ／ 18 (三)     0 28 (六)   ／ 

9 (日) ／ 19 (三) +40 29 (六) ／ 9 (一)   0 19 (四)     0 29 (日) ／ 

10 (一) 0 20 (四) +40    10 (二)  0 20 (五)   0 30 (一)  

               31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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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HK143,520 2012 +US$111.90 HK 87,282 2020    +US$135  HK10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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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二)Tu 17:00 ☆☆☆ EU 歐盟 PMI Manufacturing PMI製造業 49.2 41.0 

24/2 (二)Tu 21:45 ☆☆☆ US美國 PMI Manufacturing PMI製造業 50.7 49.0 

24/2 (二)Tu 22:00 ☆☆☆ US美國 New Home Sales       新屋銷售 764K 750K 

24/2 (二)Tu 22:00 ☆☆☆ US美國 Richmond Fed Index 里治蒙聯儲指數 -2 -4 

即市新聞摘要                
英國新增 967 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總數增至 6650 宗，再多 54 宗死亡，累計 335 人不治。首相約翰遜宣布加強防疫措施，

限制民眾外出，除了購買基本用品、做運動、有醫療需要或必要工作外，民眾一律不可以離開住所，所有售賣非必要商品的

店舖關閉、禁止超過兩人的聚會、一切社交活動，包括婚禮暫停，措施將維持最少三星期。約翰遜形容，新型肺炎疫情是國

家幾十年來面對的最大威脅，如果不付出巨大努力，無任何醫療系統可以應付，將會有更多人死亡。他說，明白措施影響民

眾生活，亦對企業造成打擊，但目前無其他選擇，希望國民合作，政府亦會推出支援計劃。 

 

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正考慮並研究如何重新開放美國經濟。新型肺炎疫情在美國未見緩和跡象，特朗普在上星期呼籲民眾

避免不必要的出行，部分州份已經停止經濟活動。特朗普在白宮的記者會上表示，美國很快將會「再次營業」，艾奧瓦、愛

達荷等部分感染率相對較低的州份可能率先恢復經濟活動，華府不會考慮新的旅遊禁令，強調不會令疫情拖累經濟變成長期

的經濟問題。 

 

美國至今超過 3 萬人確診新型肺炎，400 多人死亡，國家衛生總監亞當斯警告，疫情會進一步惡化。亞當斯接受傳媒訪問時

說，不少國民，特別是年輕人，漠視政府指引，無留在家中，過去周末湧去加州的海灘及首都華盛頓欣賞櫻花。亞當斯認

為，年輕人必須明白他們亦會受感染，導致可能入院，甚至致命，又說大家都需要假定自己是帶菌者，明白自己可以將病毒

傳給其他人，亦可能被傳染。 

 

美國國會參議院仍未通過因應疫情刺激經濟的至少 1 萬億美元議案，民主共和兩黨未就議案達成共識，民主黨批評議案對各

個州份與醫院的資金援助太少，但在援助大企業方面就未有制定足夠限制條款。在表決中議案僅獲得 49票支持，未夠通過門

檻。共和黨批評民主黨在美國進入緊急狀態令時，仍然要阻撓議案通過。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反問，為何美國民眾仍

需要等待。 

 

美國紐約市長警告，當地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將進一步惡化，主要醫療用品出現短缺。「大約還有 10天，我們就會看到各地出

現短缺情況，」紐約市長比爾·白思豪說，「如果我們沒有更多呼吸機，人們就會死去。」紐約州目前已經是美國疫情爆發的

中心，其病例佔該國總數近一半。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再有惡化趨勢，國際評級機構標普對疫症帶來的負面影響愈趨悲觀，再度修改亞太區經濟損失的估算，最

新預計損失高達 6,200億美元，較本月初預測的 2,110億美元激增，並點名指香港今年經濟表現將為亞太區最差。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抵達卡塔爾，將會與阿富汗塔利班舉行雙方歷來最高級別的會談。美國國務院表示，蓬佩奧將於卡塔爾首

都多哈，與塔利班首席談判代表巴拉達及另外兩名組織成員會面，敦促他們遵守上個月簽署的和平協議。 

 

義大利北部地區的新冠死亡患者增速連續第二天放緩。緊急情況下，最早 2020年末醫護人員或許可以接種一種實驗性新冠疫

苗。審計長表示，未來 15 個月紐約市稅收收入可能最多減少 60 億美元。密歇根州、馬薩諸塞州、西弗吉尼亞州、威斯康星

州頒布「居家令」。聯儲會宣布第二輪大規模措施以支持美國經濟，此前民主黨阻撓參議院推進大規模新冠疫情經濟援助計

畫。德國準備支持一項幫助義大利抵禦疫情衝擊的救援計畫，德國總理梅克爾初步新冠病毒測試結果為陰性。日本首相安倍

晉三表示，奧運會推遲舉行或不可避免。 

 
恒指 ：22,519.30   +821.54                     上證綜指：2,717.84  +57.97                道指 ：18,591.93    -582.05 

Hang Seng Index (10:00am)                   Shanghai Composite (10:00am)               Dow Jones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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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 GO ! GO !   Brexit                  (27)  The Exodus 

 

The scene of The Exodus (出埃及記) re-appears in the UK. Altogether 500,000 students flied back to every continent within 10 

days in well order. A challenge to the traffic system. Among them including a lot of confirmed cases of Coronavirus, suspected 

cases, invisible or super gem carriers. It really is a big foot clearance (大腳解圍) to the already overloaded medical system. 

Hallelujah ! They can take a breath now and general citizens can also enjoy the sunlight in Hyde Park and moonlight upon the 16  

bridges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freely. Unluckily, some were infected in the shut up space of toilet inside the airplane when they 

put off their mask thinking no one was there, but the previous user may be an infected or invisible gem carrier (隱形帶菌者). 

 

Some people would think whether it is the pre-arranged game of Boris Johnson’s Herd Immunity Plan. But actually he was acting to 

the wish of general citizens. In a democratic country, the leader cannot walk away too far from the ideas of general citizens or else 

will be pulled down at once. When they have freedom of news, everyone can act according to their own will after collecting 

sufficient information. The Press Freedom Index is announced every April, last year the UK was in rank 33, not bad. Hong Kong 

after the re-unification continued to go down and last year was 73. China ranked 177 among 180 countries and this year is expected 

to go further down because of Coronavirus.  Freedom of Press is not for just looking, it links up with the life and health of the whole 

world as well as the blooming of economy. Coronavirus is the best example. 

 

The Federal Reserve launches out the unlimited QE Policy,  that is keep on printing bank notes until enough for usage. It will lead 

to a rise in gold price. Dow Jones rose. The bailout in Senate not yet compromised and Dow went down again. People in California 

still go out to beaches to enjoy sunlight for they believe the new medicine can cure the disease even it needs a period of two years 

for testing. Actually, some patients confirmed the function works. Gold price close at the top of Ichimuko last night and now the 

resistance became support. Stochastic Fast and Slow both shown buying signal, but must wait for MACD, for it is the slowest and 

thus worthwhile to trust for longer term. So mind the forest chart of MACD. USD Index retreating and may push up gold price. The 

Coronavirus may reach top in USA this week, and by the end of next week will fall down. Therefore Dow Jones will reach the 

bottom very soon, hopefully with this week. 

 
Daily resistance 是日阻力位 : 1595 - 1605      Daily supporting是日支持位: 1540 – 1550 

 

美國大選 

2020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Next topic of this bulletin is concerning 

the 2020 General Election of US, will be 

launched out on 30
th

 March, 2020. 

(Monday) 

 

本刊下一專題是有關 2020美國大選，

將於 3月 30日(星期一)推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