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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在望             災  後  重  建                        (15)   中國與印度 

     

   中國與印度有限多相似之處，除了人口是呵噹馬頭外，共同目標是超英趕美，大家都達到了。2019 年印度 GDP

己超越英國，成為世界第 5 大經濟體。前 5 名順序是美、中、日、德、印。而災後重建，又說不少外國企業都要將

中國產業鍊轉而至印度，到底印度何時可以趕上或超越中國？為時尚遠！！！但威脅卻越來越大。若說個別事件超

前是會有的，在整體科技及經濟而言，印度仍要追一大截才可接近中國。2024 年底，印度人口將超越中國，但可惜

他們的面積只是中國的 3份之 1，因此帶來極大隱憂是清潔食水不足的問題。會對衛生及健康有一定之影響。 
 

       2020 年有兩大重要事件，中國未能封鎖新冠病而蔓延至全球，但印度卻將飛到該國之非洲蝗蟲徹底消滅，沒有

讓任何 1 隻溜走至世界各地。雖然性質不盡相同，但印度因而豎立了新形象，與中國成強烈對比；這也是產業轉移

之其中要素，因效率及形象均同時提昇了。事實上身為第 5 大經濟體的印度工資，相對周邊的南亞國家他們是最高

的。但產業鍊仍轉移到他們的地方，所以筆者一直強調要加強競爭力，就是要改形象多於靠廉價工資。其實這次印

度消滅了非洲蝗蟲不但對亞洲有功，對世界也有一定功勞。因為聯合國去年底已警告 2020 年會有可能出現糧食短

缺，危機包括東非、中東及中國。只是近期全球焦點都在新冠病，印度消威了蝗蟲災害一事也被打入冷宮。 
 

     2014年開始，印度的 GDP增長率己超越了中國；但 2019中國又追回，為 6.90%，印度是 6.68%。回看 1979中國

改革開放之時，中國 GDP 是+7.6%，印度是-5.24%。一正一負相差頗遠。到了 2032 年印度 GDP 將超越日本成世界

第 3 位，隨後就會直接挑戰中國了。世界就是這樣不斷向前進，中國超英趕美後就要接受其他國家的挑戰及超越。

按正常情況可能要追很久，但若遇上突發事件如這次的大洗牌，情況就會出人意料之外。要留意印度，他會不時令

人有些驚喜的事發生。尤其是他們聲稱在發展一個比深大 3 倍的經濟特區；他們的班加羅爾，更有亞洲矽谷之稱，

雖然不少城市都有這個稱號。但如今的摩囉差，已不只是銀行門口的守衛；已進入另一境界了。尤其是中國科技公

司如華為受到封殺之時，也替各國打造了不少新契機，印度也有意在應用科技上與各國爭一日之長短，不容忽視。 
                                                 (……待續)  

  西方主流媒體都以頭條新聞及突發新聞報導北京將於下周通過香港國安法，想不到香港如此重要，已到了震動各國的地步，

凌駕各國之重要新聞。特朗普也聲稱到時反應會很激烈。蓬貝奧也早已收風才押後香港之年度報告。中美關係會再度惡化，甚

至駕禦台灣問題之上。而世衛調查新冠病事件則要多等 30 天之死線才有明顯結果。現時第 3 世界疫情繼續爆發，歐美雖有緩和

但進度頗慢，要經濟強勁反彈不是那麼容易。金價回軟，但低位自 3 月 19 日見 1455 以來都一直比先前高，如今要看是自 4 月 9

日形成的上升三角形，是變體而來再變體但低位仍比先前高。高位則是自 4 月 14 日到了 1747 就打造平頂，雖然高低相差達 292

元但如今在偏高水位。去向應該以 1747為中心，距離太遠之時返回 1747水位。下面支持位是 1715，未破此位仍然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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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ly Trading :                                                            Profit At  獲利           Stop Loss 止蝕         

每日一單：                                 1726.00                       1739.00                 1721.00 
                         

Hedging: (Buy & sell simultaneously) 1726.00                       1739.00                 1721.00 

對  沖 單：(同時買入及沽出)                  1725.50                       1712.50                 173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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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２９９ 

 

Previous Day上日利潤  －５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 ２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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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頁                 БУЛЬЛИОН ЭКСПРЕСС               2020年 5月 22日(星期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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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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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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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４２ HK202,020 2012 +US$111.90 HK 87,282 2020      +US$299 HK233,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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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五)Fri 16:00 ☆☆ EU 歐盟 P  M  I mfg 採購經理人指數 33.4 38.0 

即市新聞摘要                
英國廣播公司的評論指出，中國當局決定在香港落實「港版國安法」，勢將引起國際社會及香港的強力反

對。美國《紐約時報》認為，內地的做法是要進一步收緊對香港的管治，將蠶食香港的自由，亦將再度引起

港人對中國政府的恐懼及憤怒，觸發更多示威。報道指出，中共認為需要制定這種法律，維護國家主權，防

範決心要破壞中共統治的外部勢力，相信在「港版國安法」通過後，北京會對付去年挑戰國家主席習近平權

威的反政府抗爭人士。《華盛頓郵報》形容，中方以歷來「最大膽的舉措」去削弱香港自治，全面控制香

港，又指北京當局因應香港去年的大規模示威，採取全新的策略，要令這個被北京視為不平靜的地區，服從

於北京。 

 

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若果中國因為香港去年反修例示威引發的激烈衝突，而對香港實施國家安全法，美國

會有強烈的回應。 

 

美國總統特朗普政府向國會提交中國策略報告，指控北京政府的多項舉動，威脅美國的經濟利益、安全和價

值觀，認為美國過去數十年的對華政策是錯誤。這份報告長 20頁，內容提到，關注中國解放軍不斷擴軍，指

控解放軍在南中國海及台灣海峽等水域，作出具挑釁性的行為，又批評中國繼續盜取知識產權，及施行經濟

保護主義政策。在人權問題方面，報告指控北京侵犯人權，包括囚禁維吾爾人等少數宗教及少數族裔人士。 

 

英國首相約翰遜指示官員制定計劃，令英國不再依賴中國進口醫療用品及其他戰略商品。《泰晤士報》的報

道將相關計劃稱為「國防計劃」，將由外相藍韜文帶領，檢視英國在面對潛在敵對外國政府時，在經濟及國

家安全方面出現的漏洞。報道又引述消息人士說，當局已經就有關計劃成立兩個工作組，目的是令供應多樣

化，不再依賴個別國家提供非糧食必需品。 

 

美聯儲主席鮑威爾表示，新型肺炎疫情擴散，令美國經濟面對前所未有的不確定性，只有病毒可以回答的前

景使問題更為複雜，形容疫情是引發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災難。他表示，雖然疫情造成的影響很廣

泛，但影響並不均衡，首當其衝的是承受能力最差的一群人。鮑威爾又提到，經濟能否成功恢復很大程度上

取決於公眾對於解除居家隔離令後，不會引起疫情二次爆發的信心。另外，聯儲局副主席克拉里達表示，局

方採取的行動，透過放鬆金融環境，為美國經濟贏取時間，但現時仍難預測經濟走勢。 

 

美國上周超過 200 萬人申請失業救濟，表明在新冠疫情導致防疫封鎖兩個月後，大規模就業流失還在持續。

美國勞工部周四發布的數據顯示，截至 5 月 16 日當周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為 244 萬。前一周數據下修

294,000人，至 269萬，因康涅狄格州勞工部門官員的筆誤虛增了該州的數字。接受彭博調查的經濟學家對上

周數字的預期中值為 240萬。 

 

日本央行表示，維持短期利率目標在負 0.1 厘不變，並維持 10 年期日債收益率目標在零附近，及貨幣政策不變。

央行指，將從 6 月實施新貸款計劃，又表示會在必要時進一步放鬆政策。新貸款計劃旨在增加向受到新肺炎疫情

打擊的中小企業放貸。 

 

 恒指 ：23,524.41   -754.02                    上證綜指：2,855.54   -12.83                  道指 ：24,474.12   -101.78 

Hang Seng Index (10:00am)                   Shanghai Composite (10:00am)               Dow Jones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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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戴口罩歷程 Process of Putting on Mask in US 
            與感染人數對照                                     With comparison to confirmed Coronavirus cases 
 

 

 
 

 

 

 
 

 

 

 

 

 

 

 

 

 

 
 

 

 

 

 

 

 

                   Arising From Ruins                  (15)  China & India  
There are a lot of similarities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both of them wished to surpass the UK and chase near USA. Both had 

succeeded. In 2019, the GDP of India surpassed the UK and became the 5
th
 largest economy of the world. The first five are US, 

China, Japan, Germany and India. Now India is aiming to take over China, but it still takes a long, long journey. May be individual 

case can be done, but as a whole in economy and technology, China still leads. 

 

However, for African Locusts, India has done a very good job and completely pressed them down and would not let a single locust to 

fly to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while China could not control the coronavirus to spread to the whole earth. Therefore establishing 

image is above all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when large enterprise are moving out their supply chains from China, keen competi tion is 

around all other countries. Originally, it takes quite a long time for India to chase up China, but the chance is coming, every country 

including India wishes to lead in the Post-Coronavirus Race, just see who can win. Bengaluru, known as the Silicon Valley of India, 

they are fighting to let their name become Silicon Valley of Asia.  

 

Beijing is going to pass the Hong Kong security law next week; all major media in the west use this on top of headline news and 

breaking news. Donald Trump said his reaction will be very strong after all. Mike Pompeo also postponed the report on the HK Act 

due to this meeting and see what sanction can carry out at once. The importance of HK is really so great to the world. For the WHO 

investigation, we still have to wait for the deadline of 30 days and see what would happen. Coronavirus is still breaking out seriously 

in the third world, progress had been seen in western countries, but quite slow. Gold price reached 1455 on 19/3 and the low is 

higher and high, but for the high, it formed around the 1747 of 14/4. The difference is 292, but near the high now. So we should use 

the 1747 as the center and going far away from it will be pulled back. The support is 1715, a short term watershed of bull and bear 

for it is in the middle of Bollinger Bands. Above 1715 looking bullish, and under 1715 bearish, but short term only. 
 

Daily Resistance 是日阻力位： 1747 - 1757        Daily Support是日支持位： 1705 - 1715 

31/03/2020 Trump 

recommends to put on mask 

特朗普推介戴口罩 

1/04/2020   Los Angeles Mayor 

shows how to put on mask 

洛彬磯市長示範戴口罩 

2/04/2020 New York Mayor said can put on 

scarf and reserve mask for medical staff  

紐約市長推介用圍巾  將口罩留給醫護用 

15/04/2020 New York State must put 

on mask in public area 

紐約州公共場合強制戴口罩 

1/05/2020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recommends all to put on mask  

疾控中心推介全民戴口罩 

31/03/2020 WHO said no 

need to put on mask 

世衛說不需要戴口罩 

6/04/2020  WHO said mask may be useful 

according to experience in Hong Kong  

世衛說據香港經驗戴口罩似乎有效 

4/05/2020   Oxford University  

experiment proved mask useful 

牛津大學實驗證明口罩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