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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在望             災  後  重  建                        (14)  世界工廠  

    當多國都要將產業鍊遷離中國，而明日之星又不斷冒起之時，會有人質疑中國能否保持世界工廠的領導地位。

雖然會有一定之變化，但中國仍然擁有最大之佔有率，仍居世界工廠首位；只不過領先的地位確實是大不如前。因

為各國太倚重中國的地位，所以即使遷移也不是短期之內可以急速完成的。 
 

    就以近期最熱門話題，蘋果要將在中國的 20%產能遷到印度去，換句話說尚有 80%仍然留在中國，而且這 20%

計劃要 4-5年才可完成。因為除建造廠房外，還要培訓員工，也要熟手的舊人去帶領新人，所以是要過渡期的。但若

說第 2 個 5 年或第 2 個 20%，則可縮短很多時間，但仍是要分期進行始屬明智；這段期間也不知會有什麼變化。如

果只有蘋果這樣做問題不大，但最怕是連鎖反應。如每間大企業都遷走 20%，那就是天大的事，即使分 5 年也難以

支持的。因以前是算每年的增長，如今是算減少之點數。況且即使不遷走，光是災後重建也要一段時期始可復元。 
 

       中國是世界最大的聖經印刷工廠，全球 70 多國都要靠中國去印刷聖經；佔總產 35%；但口罩產量卻佔全球

50%；美國之原藥料有 80%靠中國生產；而抗生素則有 97%靠中國。還有很多似產業都有類似的壟斷性。即使全部

遷走 20%也不損中國的一哥地位，不過重創經濟是必然的了。雖然美國及日本都說提供優惠及搬遷費要將產業回自

己國家，但相信響應的有限。美國和日本的工資都是很貴的，商業機構要作多方考量。但如果要遷到印度、越南及

墨西哥那就不同了，可能更受歡迎。既然深圳特區那麼受歡迎和成功，印度就撥出 3 個深圳市的面積來做特區。孟

加拉人口密度更高，更多廉價勞工。成衣業早已超越度和越南，如今連這個小國也要挑戰中國的一哥地位了。 
 

         大企業的內部指引是所有核心生產最小要分兩個源頭，以免受控或受拖累。中國不能再以低工資和他們競爭，

因為他們可低至中國的 20%，如印度也有內銷市場，即製成手機後可以在當地出售。中國有 14.38億人口市場，印度

有 13.78億也是勁敵。中國此時應放棄天朝思想，向明日之星學習，不恥下問，找出背景因素方為上上之策。 
                                                 (……待續)  

     世衛由 194 個成員國通過的議案是要求設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去查新冠病源，譚德塞則表示會在適當時機進行全面評估，不是調查只是評

估也沒有明確時間，中國則表示會在疫情受控後交由世衛評估，也沒指出時間。都明顯與決議案不同，宜密切留意發展。新冠病感染人數昨天

已突破 5百萬，今早十時總感染為 5,085,504人，死亡 329,731人。第 3世界繼續爆發，各國在重啟經濟時都略作反彈，雖然不太嚴重但卻拖慢

復元進度。留意香港人權法案通過後，某些重點事情最終都要過美國的一關才可落實。蔡英文就職日，美國國務院也按台灣關係法出售漁雷，

數量雖然細小，但選在該天宣布就是要示意會貫徹執行該法案的意思。可以預見他們也會貫徹執行香港法案。納斯達克已宣布收緊上市條例以

防止中國造假賬公司上市，這不能算是金融戰而是應做的事，就像知識產權也無法回復以前狀況。中美係被形容為惡化其實是回復應有的正常

狀態。金價如今在三角形頂線上落，這個後抽會發展數天成橫行區。三角形始於 4 月 9 日，旗形始於 3 月 31 日，破位時會在頂線反覆多數天

才定去向。星期一之上位 1765為阻力，星期二之 1725為支持，也是日本雲層 TENKAN SEN的支持。動力線趨弱，一切都比較緩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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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ly Trading :                                                            Profit At  獲利           Stop Loss 止蝕         

每日一單：                                 1740.00                       1753.00                 1735.00 
                         

Hedging: (Buy & sell simultaneously) 1740.00                       1753.00                 1735.00 

對  沖 單：(同時買入及沽出)                  1739.50                       1726.50                 174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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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vious Day上日利潤   ＋８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 ２９１ 

 

Previous Day上日利潤  －５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 ２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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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3180888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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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             港金息口       Interest of HK Tael Gold                     2020年5月 
1 (三)     0 11 (六)   ／ 21 (二)  0 1 (五) +40 11 (一)   -40 21 (四)  

2 (四) 0 12 (日) ／ 22 (三) 0 2 (六)   ／ 12 (二) -40 22 (五)  

3 (五) 0 13 (一)  0 23 (四) 0 3 (日) ／ 13 (三) -40 23 (六)   ／ 

4 (六)   ／ 14 (二)    0 24 (五) 0 4 (一)   +40 14 (四)   -40 24 (日) ／ 

5 (日) ／ 15 (三)  0 25 (六)   ／ 5 (二)    0 15 (五) 0 25 (一)  

6 (一)     0 16 (四)  0 26 (日) ／ 6 (三)   -40 16 (六)   ／ 26 (二)  

7 (二)     0 17 (五)  0 27 (一)  0 7 (四)   -40 17 (日) ／ 27 (三)  

8 (三) 0 18 (六)   ／ 28 (二)    0 8 (五)   -40 18 (一)   -40 28 (四)  

9 (四)       0 19 (日) ／ 29 (三) +40 9 (六)   ／ 19 (二)   0 29 (五)  

10 (五)     0 20 (一) 0 30 (四)   +40 10 (日) ／ 20 (三) +40 30 (六)   ／ 

               31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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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４２ HK205,920 2012 +US$111.90 HK 87,282 2020      +US$291 HK226,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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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四)Th 20:30 ☆☆☆☆ US美國 Philadelphia Fed Index 費城聯儲指數 56.6 -40.0 

21/5 (四)Th 20:30 ☆☆☆☆ US美國 Initial Claims 初領救濟金人數 2,981K 2290-2400K 

21/5 (四)Th 20:30 ☆☆☆☆ US美國 Continuous Claims 續領救濟金人數 48.5 32.5 

21/5 (四)Th 20:30 ☆☆☆ US美國 P  M  I mfg 採購經理人指數 36.1 37.8 

21/5 (四)Th 21:45 ☆☆☆ US美國 Leading Indicator 領先指標 -6.7% -6.7% 

21/5 (四)Th 22:00 ☆☆☆ US美國 EIA Gas Report EIA 天然氣 +73b +56b 

即市新聞摘要                
在蔡英文宣誓就職第二任期的總統後，美國國務院宣布，批准向台灣出售 18 枚重型魚雷及相關設備，預計涉及金

額 1 億 8 千萬美元，有關軍售已經正式知會國會。美國國務院政治軍事局透過官方社交網站表示，軍售是基於台

灣關係法，將令台灣的軍隊持續現代化並保持可靠的防禦能力，符合美國國家、經濟與安全利益，有助維持區域

政治穩定、軍事平衡與經濟進步。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再次批評中國應對新型肺炎疫情的表現，又說與造成的人命與經濟損失相比，中國撥出的 20 億

美元國際援助資金，根本微不足道。蓬佩奧說，這場疫情造成全球 30萬人死亡，包括大約 9萬名美國人，自 3月

以來超過 3600萬美國人失去工作，據華府估計，因為中國共產黨失誤而導致的全球損失，多達 9萬億美元。對於

國家主席習近平表示，中方始終本著公開、透明、負責任態度，及時向世衛及相關國家通報疫情信息。蓬佩奧

說，他希望如此，又說如果習近平想表明這一點，應該舉辦新聞發布會，容許記者問他們喜歡的任何事。 

 

巴西衛生部不理會專家警告，批准使用可能引起副作用的抗瘧疾藥物，包括「羥氯喹」，去治療新型肺炎患者。

在新指引下，病人在出現新型肺炎病徵時，可以同時使用抗瘧疾藥物及抗生素「阿奇黴素」，但患者或家屬必須

簽署免責書，承認藥物可能引致潛在的副作用。臨時衛生部長形容，巴西正處於戰爭狀態，如果連仗都不打就認

輸，是非常恥辱。 

 

法國總統馬克龍正在帶領國家，逐步走出新型肺炎的危機，希望盡早可以全面重啟經濟。不過，馬克龍領導的中

間派「共和前進黨」，有 7 名國會議員宣布退黨，令馬克龍在國會失去過半數席位。分析認為，馬克龍推行的政

策過於右傾，特別是在黃背心運動中，與民眾脫節。馬克龍在這個關鍵時機失去國會絕對多數，可能會影響他往

後推行新政策。 

 

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正考慮將較早前宣布，改以視像形式舉行的七國集團峰會，按原定計劃在華盛頓市郊的大

衛營舉行。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表示，仍在評估香港是否仍然從中國擁有高度自治，華府正密切注意香港的情況。

蓬佩奧說，這個星期見到泛民主派議員，嘗試阻止建制派議員不符合程序的行為時，被粗暴對待，香港的著名活

躍分子，好像李柱銘及黎智英被帶上法庭，這些行動令人更難評估香港是否仍然在中國大陸下，享有高度自治。

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日前強調，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任何外國政府組織與個人，都無權干預。 

 

美國參議院周三壓倒性地通過了一項法案，可能導致諸如阿里巴巴和百度這樣的中國公司從美國股票交易所退

市。而這正值全球兩大經濟體之間關係日趨緊張之際。如果一家公司不能證明其未受到類似控制，或上市公司會

計監督委員會（PCAOB）連續三年無法對該公司進行審計核查以確定其不受外國政府控制，那麼該公司的證券將

被禁止在美國的交易所上市。 

 
 

 
恒指 ：24,411.98   +9.68                       上證綜指：2,889.05  +5.51                     道指 ：24,575.90    +369.04 

Hang Seng Index (10:00am)                   Shanghai Composite (10:00am)               Dow Jones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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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ising From Ruins                  (14)  World Factory 

 

While a lot of enterprises are moving their factories out of China, people wondered whether China can maintain the 

leadership of the World Factory. No problem ! China is still the champion, but apparently chasing up by a lot of 

countries, the leadership is becoming weaker and weaker but still running ahead. 

 

The hot topic recently is Apple going to move 20% of its production from China to India, that means still 80% is 

remaining in China. But the move takes 4 - 5 years, for they need to build the factory and give training to workers, the 

next 20% will be faster. But if every enterprise is moving 20% it’s detrimental, for formerly they are counting the 

increasing rate and now they have to count the decreasing rate. Foreign companies do not want to rely too much on one 

source, so for major components, they need to have at least two sources in avoid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If China wants 

to rise form ruins quickly, they must learn from those stars of tomorrow, how they can make international enterprises to 

move out form China to their countries. Above all, find out the background reasons beside low wages. A lot of countries 

wish to be the world factory, they cannot overtake China now, but chasing quite near is the fact. 

 

Altogether there were 194 members in the WHO requested an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 to find out the source of 

Coronavirus, however WHO and China only said they would have an evaluation shortly and not investigation and no 

definite time. Total people infected in Coronavirus have already passed 5 million, and official figures infected up to this 

morning are 5,085,504 and death is 329,731. Re-opening of economy is bringing some rebound even though not so 

serious, but would make the recovery slower than expected. US announced to sell 18 heavy torpedoes to Taiwan on the 

inauguration day of President Tsai. This means they would carry out the Taiwan Act firmly and also a signal that they 

would also carry out the Hong Kong Act very soon. Gold price is going up and down around the top line of the triangle 

which formed on 9
th
 April, but for the pattern of flag, it is formed since 31

st
 March. So there were a lot of buying orders 

in the past two months and need to digest on the top line, this situation may linger for several days. The resistance is at 

the top of Monday which is 1765, and support on low of Tuesday which is 1725, also the support of Tenkan Sen of 

Ichimoku. The speed will be quite slow in the near future. 
 

Daily Resistance 是日阻力位： 1765 - 1775        Daily Support是日支持位： 1715 - 1725 

各大洲感染新冠病比較 

美洲 

 

 

歐洲 

 

 

東地中海 

 

 

西太平洋 

 

 

東南亞 

 

非洲 

https://covid19.who.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