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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在望             國際金融中心                        (8)    蘇 黎 世 

         

        瑞士共分 26個邦，最高的是瓦萊邦為 4,634米，其次為首府的伯恩邦為 4,274米，這高度使敵人甚難進犯，頗為

安全。蘇黎世 1,292 米屬中等高度，而海拔最低則是日內瓦的 516 米以方便大家，結果吸引了 30 個多著名的非牟利

國際組織將總部落戶；香港太平山的山頂纜車站才 396米。 
 

  軍事行動最主要是掌控制高點，防守一方居高臨下，進攻一方完全暴露，是會傷亡慘重的。因此最少要 5 倍或

以上兵力才可順利攻上去。昔日步兵及騎兵運輸困難是無人願攻取這些山地。如今雖然有空軍，但山區通常霧大，

尤以冬春交界更甚。中國於抗日戰爭時期首都南京淪陷，選擇重慶作陪都是因為它有霧都之稱，是對抗空襲的天然

屏障。諸君在風景照片看到瑞士的湖光山色，美得如圖畫一樣都是夏秋兩季拍攝的。但為了應付世界大戰，瑞士也

建造了大量防空洞，戰後就按地利出售給各銀行做保險庫，因此穩如泰山。 
 

  瑞士是一個很細小國家，人口 8,654,622，比香港多少許而已。但最成功之處為將全球 30%的離岸存款集中到他

們的銀行。為了表示中立，她一直沒有加入歐盟，也遲至 2002 年才加入聯合國。但由於太多人利用瑞士洗黑錢，於

是列強也要施壓，要求她修改制度。她也許有一定程度順應各國要求，就是客戶存入資金時，需要證明來源是清白

的。這是改善了第一步；但仍有壞人造馬，那並非萬全之策。按該國法例，客人資料絕對保密，除非被法庭定罪後

始可公布，但法庭卻要這些資料才可定罪或判刑。如果只是貪污 50 元，可能只是警戒或判社會服務令了事，但若貪

污 50 億就要入獄。若無資料實難入罪或判刑；因此逐步修改條例，若其他方面證據確鑿，只差銀行戶口資料就可入

罪者，則可透露。台灣陳水扁的私吞國務機密費用案件，在瑞士銀行轉了 5 個戶口才轉輾收到，成為了首個修例後

入獄的領導人。但其他貪污案件不像國務費用那麼顯而易見，存在灰色地帶，始終仍是個別銀行按情況處理多於統

一處理。多年來積下來也揭發了不少洗黑錢渠道，也因而使她的金融保密度跌至第 3 位。 
                                                                                   (……待續)  

        中俄印 3方外長舉行視象議替中印邊界衝突降溫。印度因資訊透明度高引起強烈反華情緒及扺制中國貨，中方則低調處理。

若論現有武器級別，中方應稍佔優約為 55 對 45，若俄美有額外供應則另計。但若單對單肉博則印方較悍，應是 55 對 45，但若

論地形及資源補給印方也佔優。中方需事先囤儲足夠糧草始可應付。但據說現時已解禁，下次衝突可能是實彈射擊。但目前情

況雙方都不宜擴大事件。疫情方面，巴西仍是雙冠軍，單日感染人數 40,131人及單日死亡人數 1,364人都居首位，但美國復工後

情況也大幅反彈，令人憂慮有第 2波爆發。而民眾防疫意識十分鬆散。納斯達克再創新高，為本月第 5次。美國經濟的確反彈，

疫情也強勁反彈。特朗普正考慮慮有第 2救市措施。金價已在保力加通道第 3天穿頂，可能還要多升一兩天始回頭，但下面支持

位則是日本雲層之雲頂。中途支持為保力加通道中線 1738，雲頂支持為 1723。上面阻力按黃金比率計算為 1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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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ly Trading :                                                            Profit At  獲利           Stop Loss 止蝕         

每日一單：                                 1767.00                       1780.00                 1762.00 
                         

Hedging: (Buy & sell simultaneously)  1767.00                       1780.00                 1762.00 

對  沖 單：(同時買入及沽出)                   1766.50                       1753.50                 1771.50 

 

 
                         

                         

 
 (Buying & Selling at same time)          

 

BUY at sight現水位入貨
o1WLBUC  

 

Previous Day上日利潤 －８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３９０ 

 

Previous Day上日利潤 －５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３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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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3180888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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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             港金息口       Interest of HK Tael Gold                     2020年6月 
1 (五) +40 11 (一)   -40 21 (四) 0 1 (一) 0 11 (四)    0 21 (日) ／ 

2 (六)   ／ 12 (二) -40 22 (五) 0 2 (二) 0 12 (五)  0 22 (一) 0 

3 (日) ／ 13 (三) -40 23 (六)   ／ 3 (三) 0 13 (六)   ／ 23 (二)    0 

4 (一)   +40 14 (四)   -40 24 (日) ／ 4 (四)   0 14 (日) ／ 24 (三)  

5 (二)    0 15 (五) 0 25 (一) 0 5 (五)  15 (一) 0 25 (四)  

6 (三)   -40 16 (六)   ／ 26 (二)   0 6 (六)   ／ 16 (二)     0 26 (五)  

7 (四)   -40 17 (日) ／ 27 (三)   0 7 (日) ／ 17 (三)  0 27 (六)   ／ 

8 (五)   -40 18 (一)   -40 28 (四)     0 8 (一)   0 18 (四) 0 28 (日) ／ 

9 (六)   ／ 19 (二)   0 29 (五)   0 9 (二)   0 19 (五) +40 29 (一)  

10 (日) ／ 20 (三) +40 30 (六)   ／ 10 (三) 0 20 (六)   ／ 30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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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HK252,720 2012 +US$111.90 HK 87,282 2020      +US$390 HK30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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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三)We 19:00 ☆☆ US美國 MBA Mortgage MBA抵押貸款 +8.0% +9.0% 

24/6 (三)We 21:00 ☆☆☆ US美國 Housing Price Index 房價指數 +0.1% +0.2% 

24/6 (三)We 22:30 ☆☆☆ US美國 EIA Petroleum 原油庫存 +152khb +382khb 

即市新聞摘要                
美國財長努欽表示，他預計新型肺炎疫情引發的美國經濟衰退，將在今年年底前結束。他透露，可能在

7 月份通過新一輪的刺激方案。美國總統特朗普日前亦暗示，可能會在未來數星期，向美國民眾發放新

一輪抗疫支票，以提振經濟。 

 

美國總統特朗普以新型肺炎疫情導致經濟不景為由，簽署行政命令，停止向外國人發出工作簽證，直至

今年底，以保留工作職位給本土國民，相關命令亦包括暫緩部分親屬移民申請。在行政命令下，高技能

外籍勞工、季節性勞工、跨國企業管理層人員，以及實習、培訓、教師、顧問及夏季工作兼旅遊等簽證

將會停發。 

 

美國國家過敏症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福奇表示，美國部分地區的新型肺炎疫情反彈，出現令人不安的情

況。福奇又表示，在研發新型肺炎疫苗取得進展，可望在今年底至明年初研發成功。《紐約時報》引述

布魯塞爾的消息報道，歐盟國家認為美國未能控制新型肺炎的疫情，可能暫時禁止來自美國的旅客入

境。報道引述有關的提案草稿表示，美國是全球確診病例最多的國家，新增個案仍在上升，並將美國與

疫情第二及第三嚴重的巴西及俄羅斯歸為同一類別。 

 

蓬佩奧日前與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在夏威夷會面。蓬佩奧透露，中方在會面中對

美國決定對台灣出售 F-16系列戰機表達不滿，他回應對方時強調，對台軍售完全適當，與美國歷任政府

做法一致。另外，蓬佩奧又表示，中方不滿美國國防部及美國海軍在印太區域行使自由航行權利，美方

清楚表明未來會持續這樣做。蓬佩奧表示，美國總統特朗普競選時及過去 2 年半闡述要做的事，美方會

持續進行，以確保美國人民持續享受自由、安全與繁榮，不被中方所危及。 

 

墨西哥南部發生 7.4級地震，至少 1人死亡。地震在當地早上 10時左右發生，震央位於瓦哈卡州波丘特

拉區東北面 69 公里，震源深度 26 公里，屬淺層地震。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向墨西哥、危地馬

拉、薩爾瓦多和洪都拉斯發出海嘯預警。墨西哥民防部呼籲沿海居民撤離，當地著名的瓦圖爾科海灘，

水位上升 60厘米，及後退卻。 

 

北韓勞動新聞報道，領袖金正恩主持勞動黨第七屆中央軍事委員會第五次會議預備會議，決定暫緩對南

韓採取軍事行動計畫。 

 

美股全面高收，美國 6 月製造業及服務業採購經理指數回升，都好過市場預期，反映隨著經濟重啟，製造業

及服務業活動收縮程度改善。上月新屋動工大升近 17%，亦超出預期。納指再創即市及收市新高，指數曾升

過 1.6%，高見 10221點，收市報 10131點，上升 74點，升幅逾 0.7%，是今個月第 5次創收市新高。 

 
恒指 ：25,067.51  +151.32                       上證綜指：2,970.62   +5.35                  道指 ：26,156.10   +131.14 

Hang Seng Index (10:00am)                    Shanghai Composite (10:00am)               Dow Jones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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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radingeconomics.com/united-states/new-home-sales 

 

 

 

 

 

 

 

 

 
 

 

 

 
 

 

 

 

 

                 International Finance Center            (8)  Zurich 
 

There are 26 cantons in Switzerland, the highest is Valais at the elevation of 4,364m, then comes Bern the capital at 4,274m. Such a 

level is safe and can keep away from enemies. Zurich is at 1,292m about midlevel; Genova is the lowest 516m, thus attracted over 30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to establish their head office. The elevation of Upper Peak Tramway Terminal of Victoria Peak in HK is 

396m. For military action, one must control the commanding elevation (制高點) in order to win easily. The defending side is easy to 

keep safe high upon the mountain, and attacking side will be exposed and hurt seriously at low levels. Meanwhile, high elevation is 

always foggy which can protect from air-raid (空襲).  

 

Switzerland is a small country with a population of 8,654,622, slightly more than HK, but can attract 30% of the world off shore 

deposits. She had not joined the EU in order to show that she is neutral. However, in 2002 joined the United Nations but pressure 

came from various countries to make the financial secrecy transparent in order to fight against crimes. At first she requested clients to 

clarify all money are legal before banking in, but still not enough. According to their law, all banking data should be kept 

confidential until the court condemned the client, but the court needs those data to condemn. So finally Swiss compromised with the 

world, if it is at the last stage and can prove leaking the data can condemn the wicked, than the secrecy would be dissolved.  

(…..to be continued) 

There a 3-sided video conference among China, India and Russia to cool down the borderline clash. The transparency of news in 

India is much higher and thus aroused demonstrations against China and boycott of Chinese goods, while China keep in a low key 

domestically all the way. The weapons of China is slight better, may be 55 to 45; but in person to person melee (肉博戰), India is 

fierce much more, while for logistic India is in a favorable condition and China must prepare well beforehand in a real war. Anyway, 

no country should start a war now. It is believed that next time they will open fire. As for Conronavius, Brazil ranks first in single 

day case of 40,131 and single day death 1,364. The re-opening of US led to record high of NASDAQ, which is the fifth time in this 

month. People are worrying about the second wave of outbreak in US. Gold price has penetrated the upper line of Bollinger Bands 

and may continue for one or two days more. The support in on the top of the Ichimoku cloud which is 1723, and middle line of 

Bollinger Bands at 1738. The Resistance is at Fibonacci ratio of 179. 

 

Daily Resistance 是日阻力位： 1779 - 1789        Daily Support是日支持位： 1733 - 1743 

美國新屋銷售 

US New Home Sales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united-states/new-home-sal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