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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在望             國際金融中心                        (9)    形象與信心 

        蘇黎世多次被選入世界十大最宜居住城市，更有兩次奪取冠軍；也是經歷了多年才可豎立今天的形象。雖然在金融保

密指數中本年已跌落第至 3 位，但對其國際金融中心的形象毫無影響。排名不可不看，也不能被它牽著鼻子走，更重要的

是去發掘排名所不能顯示的狀況。且看兩次世界大戰，各交戰國及敵對國的資金都同時存入蘇黎世的銀行；無論納粹德國

或美國，中國或日本、交戰國雙方都有存款在瑞士呀。即使遇上世界大戰，他們認為這是最安全及最受保障的，形象是自

己打造出來，信心是人家給予的。這形象與信心的確無可替代，也無需任何宣傳機器去達標的。 
 

  除了存款外，瑞士制作的金牌亦享負盛名。更率先在 70 年代推出重量輕至 1 克的迷你金牌，以便更大眾化地推廣。

瑞士信貸銀行也成為了金牌的品質保證，這是她們金融制度、法制完善及社會結構穩固的成果，否則金牌誰都可打造吧。

而這銀行更罕見地制作了國家軍力強度指數(請參閱附錄)，對投資者亦頗具參考價值，尤以戰事危機高漲時如中印邊界及

北韓核危機等。通常此類報告都是智庫機構或大學制作的，但若是商業銀行作為公共服務，則屬少見。她是利用了她們中

立及愛好和平的地位而制作，也豎立了良好形象和公信力。她們雖然中立，但沒有和時代脫節。瑞士沒有加入歐元區以示

超然地位，但國內的提款機都可以選擇提取歐羅或瑞士法郎，旅遊區一如其他國家，以不成文法接收外幣及歐羅，以方便

大眾。瑞士法郎也曾成為外匯市場上的資金避難所，稍有風吹草動，資金都轉投瑞郎作為避險工具。但近年美國經濟強勁

增長，軍備更進入高科技化，美元很多時代取代了瑞郎的避險地位。 
 

       現代發展最重要是要有創意，最忌跟風。人家創辦了奧運會，是很難找一個運動會去超越它的，但瑞士卻有個田徑比

賽叫一天奧運。邀請選手小試牛刀，作為大賽前熱身，也曾創出多項世界紀錄。他們的足球只屬中等知名度，但卻吸引了

國際足協將總部設在瑞士。以一個國力及面積如此細小、人口如稀疏的國家，能成為國際金融中心、能成為全球資金集中

地、實屬難能可貴；是靠實力及形象之塑造而不是靠宣傳。如果只靠宣傳，諸多大國及強國，早已將這小國活埋，甚至可

以將它在金融版圖上永久抹去。因此蘇黎世與香港分別是東西兩方的國際金融中心奇蹟！！！ 
                                                                                   (……待續)  

        新冠今早全球感染人數已達 9,708,351 人，復工導至反彈已有份地區暫緩。美國人比歐洲人更抗拒戴口罩，這樣領導人需以身作則進行抗

疫，不能光等半年後疫苗面世。巴西成雙冠軍單日感染 40,673 人及單日死亡 1,180 人居首位，美國也是雙軍，總感染 2,504,558 人總死亡

126,780 人；兩者叮噹馬頭。雖然經濟顯注反彈及納指不斷創新高，防疫卻是一盤散沙。中印兩國太多競爭，除產業鍊遷移勢不兩立外，火星

計劃亦進入激烈導競爭。火星每 26 個月最接近地球，因此中國必需在 7-9 月發探測器，因為要飛行半年才可於明年初到達稱為火星衝日的最

接近位置。印度曾派出飛行器圍繞火星行但尚未著陸，中國這回首次進入火星軌道即嚐試軟著陸。如成功則是繼美、俄、歐後第 4 個以無人飛

行器軟著軟陸火星的國家；但近期事故頗多未知這次成績如何。金價升至保力加通道頂位 1780 後回落，先前預測它可能穿頂三數天始回落，

如今已到位。第 1 支持位為通道中線的 1745，最大支持在雲層頂的 1724，正在發展橫行區。但美指數自 6 月 9 日起大跌後彈，預料仍會慢慢

偏強，對金價升勢會有壓力。美股在新高邊緣也會壓抑金價，預料在水位發展橫行平台。以 1780至 1724之間運行上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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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ly Trading :                                                            Profit At  獲利           Stop Loss 止蝕         

每日一單：                                 1763.00                       1750.00                 1768.00 
                         

Hedging: (Buy & sell simultaneously)  1763.50                       1776.50                 1758.50 

對  沖 單：(同時買入及沽出)                   1763.00                       1750.00                 1768.00 

 

 

 
                         

                         

 
 (Buying & Selling at same time)          

 

SELL at sight現水位沽貨

o1WLBUC  

 

Previous Day上日利潤 －８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３８２ 

 

Previous Day上日利潤 －５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３１９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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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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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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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 HK248,820 2012 +US$111.90 HK 87,282 2020      +US$382 HK297,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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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五)Fr 20:30 ☆☆ US美國 Personal Income 個人所得 +10.5% -5.8% 

26/6 (五)Fr 20:30 ☆☆☆ US美國 Personal Expenditure 個人支出 -13.6 +8.7% 

26/6 (五)Fr 22:00 ☆☆☆ US美國 Michigan U Index 密芝根大學指數 78.9 78.9 

即市新聞摘要                
美國參議院一致通過《香港自治法案》，可制裁美方認為損害香港自治的人士及企業。推動這項跨黨派法案的民主黨

參議員范霍頓發言時說，法案向北京發出清楚訊息，損害香港自治會招致後果。共和黨參議員霍利認為，這次可能是

阻止北京摧毀香港僅存自由的最後機會。預料法案可獲民主黨控制的眾議院通過，之後交由總統特朗普簽署生效。法

案容許制裁個別人士或企業，以及與他們有生意往來的銀行。法案原本上星期通過，但應特朗普政府要求作出技術修

訂而推遲。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說，將與歐盟就中國問題展開對話，希望可以採取更強硬行動。蓬佩奧說，接納歐盟外交政策主管

博雷利的建議，就中國問題，與歐盟 27 國建立正式對話機制，希望在幾個星期內出訪歐洲，舉行首次對話。蓬佩奧透

過視像在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的布魯塞爾論壇發表講話。他承認，歐盟內部在對華政策上有分歧，部分國家與中國建立

了牢固的貿易關係，但希望美歐對話可以成為採取行動的催化劑。 

 

加拿大總理杜魯多說，不會透過釋放中國電訊設備商華為副董事長孟晚舟，換取兩名在中國被拘押的加拿大公民獲

釋。加拿大 19 名知名人士包括前內閣部長和外交人員早前向杜魯多發出聯署信，要求停止對孟晚舟的引渡聆訊，希望

增加兩名加國公民康明凱及邁克爾獲中國釋放的機會。兩人早前被中國檢察機關以涉嫌從事間諜活動罪名正式起訴。

杜魯多說，不能夠讓政治施壓或任意拘捕加拿大公民影響加拿大的司法系統，這樣將危及每年數以百萬計在海外居住

和旅遊的加拿大人。他譴責中國所為，強調加拿大立場堅定，又說如果讓中國以為可以透過拘捕加拿人就能達到目的

是完全不能接受。 

 

世界衛生組織憂慮歐洲部分地區再次爆發新型肺炎疫情。世衛表示，包括瑞典、摩爾多瓦及北馬其頓疫情傳播速度快

速，憂慮疫情出現重大反覆。世衛歐洲區域主任克魯格認為，情況若不受控，多個醫療系統達致危險邊緣。 

 

俄羅斯副外長格魯什科表示，俄羅斯將密切關注美國駐歐洲軍隊最終部署情況，必要時俄羅斯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確

保俄羅斯國防和安全方面的合法利益。格魯什科說，俄羅斯與北約相互關係基本文件規定，北約有義務不再增加部署

重要作戰部隊。俄羅斯將密切關注美國駐歐洲軍隊最終部署情況。 

 

聯儲會經濟學家牽頭進行的最新研究顯示，在新冠疫情引發的經濟衰退期間，美國最低收入階層有超過三分之一被裁

員，約為最高收入階層失業人數的四倍。 

 

美國首次申領失業金人數連續第 2周高於預期，這個最新跡象進一步表明，隨著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成長加快，經濟復甦

正在冷卻。勞工部周四公佈的數據顯示，上周常規的州失業福利計畫之下，首次申領失業金人數下降至 148萬人，之前

一周的數字向上修正為 154 萬人。截至 6 月 13 日當周，持續申領失業金人數降至 1,950 萬，下降幅度超過預期。彭博

調查的經濟學家此前預計，首次申領失業金人數為 132萬，持續申領失業金人數為 2000萬。 

 

美國商務部布最新數據，由於疫情引爆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今年第一季美國 GDP 年減率達到 5%，符合市場預期，

創下 2008 年金融危機以來最大跌幅。商務部經濟分析局 (BEA)發布美國第一季 GDP 終值，今年 1 月至 3 月期間，美國 

GDP 年減 5％，符合機構在 5 月的預期數據。此外，5 月份耐久品訂單月增率報 15.8%，創下自 2014 年 7 月以來最大

的單月增幅，顯示受惠於世界各國經濟重啟，促使商品及設備的需求回溫。 

 
恒指 ：24,724.34  -57.16                        上證綜指：2,979.55   +8.93                    道指 ：25745.60   +299.66 

Hang Seng Index (10:00am)                    Shanghai Composite (10:00am)               Dow Jones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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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itary Strength Indicator 軍力強度指數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ilitary#Capability_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Finance Center         (9)  Image & Confidence 
 

Switzerland has established a nice image of neutrality and safety that during world wars all rival countries (敵對國) still keep placing 

their money over there. Swiss is also famous in gold plates and gold coins that in the 1970s Credit Suisse launched out mini gold 

plate of just one gram to make it popular. This private bank even compiled a Military Strength Indicator as a public service. 

Normally such reports are done by think tank or university. They are useful when in crisis such as Sino-India borderline or nuclear 

crisis. Swiss is neutral but not isolated, she had not join the Eurozone, but most of their cash dispenser (提款機) can choose to 

withdraw Euro or Swiss Franc. Once the franc was treated as a safe haven in the forex market, but now replaced by USD. Zurich is 

always on top 10 of most suitable place for living, and got the Champion twice. 

 

Modern development must has innovation and do not follow others. In the field of athletes, it’s hard to replace the Olympic Games, 

but Swiss managed a One-Day Olympic Games as a warm up match (熱身賽)and quite successful. Their soccer team is just medium, 

but still could attract the FIFA place their head office in Swiss. This small country established their nice image and not by any 

promotion or else should be overwhelmed by great nations. Zurich and HK are two miracles in the east and west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Centers, irreplaceable after all even so small and tiny among the giants of the world. 

(…..to be continued) 

The total infected cases of Coronavirus are 9,708,351. Re-opening led to another wave of outbreak and thus some cities suspended. 

Single Day infected case Brazil is 40,673 and Single Day death 1,180, both ranking first. Total infected case in US is 2,504,558 and 

total death is 126,780, also first ranking. Even economy is having a V-shape rebound but anti-virus is in a mess. India and China is 

in keen competition even in Mars Exploration. The Mars will be nearest to Earth every 26 months and China must shoot the rocket in 

Jul to Sep for it takes half a year to reach the point early next year. Previously spaceship of India only entered the track of Mars but 

this time China is going to have soft landing. When successful will be the 4
th

 soft landing nation on Mars, just after US, Russia and 

EU and will surpass India. Gold price after reaching the top of Bollinger Bands 1780 started to lower down, for already penetrated 

several days, first support is at the middle line of 1745 and greatest support is lower line of 1724, developing a new platform. USD 

after reaching the bottom on 9
th

 June started to rebound will press down gold, NASDAQ is near record high also will press down 

gold. Gold is expected to develop a new platform between 1780 and 1724 recently. 
 

Daily Resistance 是日阻力位： 1780 - 1790        Daily Support是日支持位： 1724 - 1734 

總排名                 國家                     得分             現役軍人         坦克           飛機         攻擊直升機        航空母艦         潛艇 

 

美國 
 

俄國 
 

中國 
 

日本 

 

印度 
 

法國 
 

南韓 
 

意大利 
 

英國 

 

 

土耳其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ilitary#Capability_develop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