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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在望             國際金融中心                        (10)    法蘭克福 

         

        除了蘇黎世，法蘭克福也是內陸城市，芝加哥也是。他們都各自舉足輕重、各有不可取代的地位，也不一定是

沿海城市才可發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她不像東京有橫濱作外港，也沒有三藩市的灣區經濟帶動，是百份之百的

內陸城市。因此居住在內陸城市的人無需灰心，仍有很多機會將他們的城市提昇至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其實法蘭克福距離蘇黎世的直線距離只有 200 公里，即比香港去廣州稍遠少許而己。但她是處在平地之上，海

拔高度只是 112米，與蘇黎世的 1,292米相比連 10%都不足。即蘇黎世已是在山區，法蘭克福仍是在平原之上。但廣

州之海拔只是 21 米；是位於珠江三角州，這個概念也可知山區一樣可以發成為國際金融中心。附帶說明，香港最低

高度為 0 米、上海 4 米、北京 44 米。蘇黎世以銀行業替人保管財富興起，而法蘭克福則以自由貿易興起。法蘭克福

這個字在德文中的意思是自由港，但這自由港並非芝加哥經濟學的自由貿易主義。而是自神聖羅馬帝國開始之先，

已經有一段類似中國的黃帝大戰蚩尤的典故；奠定了貿易中心的基礎一直至今。  

 

  相對中華民族之始祖黃帝而言，歐洲的始祖是誰？──是神聖馬帝國的查理漫，他有歐洲之父的稱號。黃帝大

戰蚩尤在涿鹿，查理漫與薩克森人就是在法蘭克福決戰。而兩場大戰都是遇上超級大濃霧而失利，黃帝發明指南車

而扭轉敗局，查理曼退至美因河，前無去路，後有追兵！正在躊躇之時，見到有一小鹿在河中涉水而過，才知水道

並不深於是馬上渡河，追兵來到時由於濃霧不知河水有多深多闊而退卻。查理曼逃出生天後，下令在此建造一座城

市叫法蘭克福(Frankfurt)。Frank 等於英文的 Free，是自由無拘促之意，Furt 等於英文的 Ford，即牛津的津，是淺灘

之意，在此可以無拘促過河。其實冬季是枯水期較易涉水，夏季是豐水期要建橋過河的。但建了橋又不收過河費，

於是法蘭克福也成為了自由港可以促進貿易，附近的人要過河又不想付路費都轉到這裡來，因而成為貿易中心。 
                                                                                   (……待續)  

        印度調動 45,000 軍隊往邊界，民眾反華情緒高漲，除示威外亦抵制中國貨，並替殉國軍人舉行國葬；印方已宣布解禁，若再有衝突可以

用實彈射擊。中方仍是低調處理不作回應；人造衛星監察到雙方都有軍隊調動。新冠疫情感染人數已過千萬，今早全球總感染為 10,242,930

人，差不多等整個武漢市。死亡人數 504,366 人，是廣島加長崎的原子彈死亡人數 246,000 人之雙倍。牛津大學疫苗已開始投產 10 億枝，等宣

布試驗成功後馬上推出，否則不夠時間，若不適用則銷毀。他們都有 B 及 C 計劃亦開始投產。美國疫苗功效現階段只有 75%人可以免疫。疫

情在復工反彈導至某些地區再封鎖，但死亡率確下跌，瑞德西韋也有一定效果。三峽大霸去年 7 月已發現變形，這樣又過了 1 年，看來未來 3

年也可安然渡過，到時再算。港版國安法令中美關係更緊張，美方行動可能分期推出，在接近大選之時會加辣。金價在橫行區偏高了，先前下

試保力加通道中線的 1745 有支持，可作短線支持位。日本雲層十分厚，暫時跌不破。但到 7 月下半月會轉弱，到時金價會回軟去試支持力。

今天阻力在上線的 1782。金價在橫行區已是第 5天了，上周五出現單日轉向，但仍需今天收市價高於轉向日方可成立，否則屬失敗轉向。 

              
1 

  
                                                                    

                                

 

 

 

 

Daily Trading :                                                            Profit At  獲利           Stop Loss 止蝕         

每日一單：                                 1768.00                       1781.00                 1763.00 
                         

Hedging: (Buy & sell simultaneously)  1768.00                       1781.00                 1763.00 

對  沖 單：(同時買入及沽出)                   1767.50                       1754.50                 177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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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３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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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essence of Daily Trading must base upon profit $12 to stop loss of $4, some take profit at going for $2 or $3, but keep on stop loss of $4. Thus is 

doomed to fail, but misled of following a strategy of doom to win. Ratio 12-4 must be kept, don’t just follow other to lose and dare not follow to win. 

Risk disclosure: Price can go up and down at any moment, trade and bear the risk according to your own capital;  

all suggestions are for reference only, final decision still lies upon inves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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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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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HK258,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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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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市新聞摘要                
全球多國舉行視像籌款會議，為對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籌得 69億美元，其中歐盟委員會與歐洲投資銀行捐了

55億美元，美國捐了 5億 4500萬，加拿大捐了近 2億 2000萬，資金將用於研發疫苗與治療方法、為更多人

做病毒測試，並支持貧窮國家應對疫情。據說歐盟與美國正在籌組新的衛生機構取代世衛。  

 

美國新墨西哥州有人飲用消毒洗手液後甲醇中毒，其中 3 人死亡，另外有 3 人危殆，1 人永久失明。州衛生

部發言人說，事件與有人酗酒有關，又指消毒洗手液的酒精含量高，誤服的話可能會中毒。美國食品藥品監

督管理局早前已經警告民眾，不要購買 9款在墨西哥製造的消毒洗手液，指產品含有甲醇。 

 

美國總統特朗普否認傳媒報道指稱他獲知情報，俄羅斯向阿富汗塔利班武裝給予獎勵，殺害派駐當地美軍。

《紐約時報》報道，美國情報人員去年獲得這項情報，當時特朗普政府正與塔利班商討阿富汗停火。報道指

出，特朗普再次淡化對俄羅斯的指控。外界形容，若果報道屬實，顯示特朗普並沒有捍衛駐阿富汗美軍，對

國家安全構成嚴重挑戰。 

 

英國累計確診超過 31萬宗，內政大臣彭黛玲表示，由於確診個案增加，中部城市萊斯特極可能實施封鎖。內

閣秘書塞德威爾向首相約翰遜表明期望在 9 月辭職。被外界批評無力應對疫情的塞德威爾，表示英國正進入

下階段經濟復甦計劃，自己亦應該離開內閣。 

 

美國一間衛星影像公司發放最新衛星圖片, 顯示中國與印度部隊早前在邊境衝突後, 雙方都加強在邊境的建築

活動。報道引述專家指，相信印度一方興建了一幅牆，中方就在一條連接軍事基地的道路盡頭擴建哨站。一

名印度官員就在報道中說，印度空軍目前已提高警戒級別，前線基地已接到命令，處於最高警戒狀態，除了

「蘇-30」及「米格-29」戰鬥機，印度空軍在拉達克地區，部署了美國制的「阿帕奇」武裝直升機及一款運

輸直升機。 

 

日本傳媒報道, 如果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港區國安法」的實施法案，將會向中國表達「遺憾」，是僅

次於譴責的外交用語。國際特赦組織亦發表聲明，指「港區國安法」可能令香港變成「警察社會」，又指北

京未有就立法公開諮詢，也未公布具體條文，形容香港正處於動蕩不安的懸崖邊緣，聲明提到當局聲稱立法

只針對極少數人的說法，很難令人信服。 

 

歐盟大部分成員國已認可一份「安全非歐盟國家」名單的初稿，列出容許哪些國家的公民，可以在下月初開

始，前往歐盟及神根地區。報道說，澳洲及加拿大在名單上，美國不在；中國可能在名單上，取決於北京方

面是否容許歐洲民眾前往中國。報道又說其他考慮因素，包括有關國家或地區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率、追蹤

潛在患者的效率，以及能否提供可靠健康數據。名單只屬建議性質，並非強制執行，因為邊檢安排屬歐盟個

別國家的內部決策，不是由歐盟決定，不過德國倡議歐盟各國面對疫情，行動應該一致。 

 

美國 5月消費者開支上升 8.2%，升幅小過預期；個人收入減少 4.2%，跌幅小過預期。數據又顯示，5月個人

消費開支價格指數按月上升 0.1%，按年上升 0.5%；核心個人消費開支價格指數按月上升 0.1%，按年上升

1%。 

 

 
恒指 ：24,467.82  -78.91                        上證綜指：2,977.32   -2.22                    道指 ：25015.55   -730.05 

Hang Seng Index (10:00am)                    Shanghai Composite (10:00am)               Dow Jones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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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周 重 要 數 據       Week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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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一)Mo 17:00 ☆☆ EU歐盟 Consumer Price Index 消費者信心指數 -14.4 -14.2 

29/6 (一)Mo 22:00 ☆☆☆ US美國 Pending Home Sales 成屋待完成銷售 -21.8% +18.9% 

29/6 (一)Mo 22:30 ☆☆☆ US美國 Dallas Manufacturing 達拉斯製造業 -49.2 -29.5 

30/6 (二)Tu 21:00 ☆☆ US美國 S&P/Case Housing Ind    標普/C 房價指數 222.21 220.00 

30/6 (二)Tu 21:45 ☆☆☆ US美國 Chicago PMI 芝加哥 PMI 32.3 42.0 

30/6 (二)Tu 22:00 ☆☆☆ US美國 Consumer Price Index 消費者信心指數 86.6 90.6 

1/7 (三)We 19:00 ☆☆ US美國 MBA Mortgage MBA抵押貸款 -8.7% +2.8% 

1/7 (三)We 19:30 ☆☆☆ US美國 Challenger Job Cut 裁員人數 -2,023K -960K 

1/7 (三)We 20:15 ☆☆☆ US美國 ADP ADP 就業報告 -2760K -3000K 

1/7 (三)We 21:45 ☆☆☆ US美國 PMI 採購經理人指數 49.6 45.2 

1/7 (三)We 22:00 ☆☆☆ US美國        ISM ISM製造業 43.1      49.0 

1/7 (三)We 22:00 ☆☆☆ US美國 Construction Output 建造業產出 -2.9% +1.0% 

1/7 (三)We 22:30 ☆☆☆ US美國 EIA Petroleum EIA原油庫存 +1442KB +1562KB 

1/7 (三)We 26:00 ☆☆☆☆☆ US美國 FOMC Minutes 聯儲局會議紀錄 0.00% 0.00% 

2/7 (四)Th 17:00 ☆☆☆ EU歐盟 Unemployment 失業率 7.3% 7.6% 

2/7 (四)Th 20:30 ☆☆☆☆☆ US美國 Trade Balance 貿易平衡 -49.4B -520B 

2/7 (四)Th 20:30 ☆☆☆☆☆ US美國 Non-Farm Payroll 非農業就業人數 +2509 K+3000K 

2/7 (四)Th 20:30 ☆☆☆☆☆ US美國 Unemployment 失業率      13.3% 12.5% 

2/7 (四)Th 20:30 ☆☆☆ US美國 Manufacturing 製造業人數 +225K +500K 

2/7 (四)Th 20:30 ☆☆☆☆ US美國 Initial Claims 初領失業救濟金 +1480K +1220K 

2/7 (四)Th 22:00 ☆☆☆ US美國 Factory Order 工廠訂單 -13.0% +8.0% 

2/7 (四)Th 22:00 ☆☆☆ US美國 Durable Goods 耐用品訂單 +15.8% +13.2% 

 

 

 
 

 

 

 
 

 

 

 

 

 

 

 

 

 

 

 

               International Finance Center          (10)    Frankfurt 
Frankfurt is just 200km away from Zurich with an elevation of 112m, while Zurich is 1,292m. Anyway, they are hundred percent 

inland cities. She had developed as a trading center since the Holy Roman Empire. Charlemagnee, the Father of Holy Roman Empire 

was defeated in Frankfurt, and arrived the River Main where he had no method to cross as enemies were chasing after. But suddenly 

he saw a small deer waded (涉水)across the river and he knew the water is shallow enough to cross his army. It was foggy when 

enemies arrived and thus could not cross the river and knew not where he had gone to. Thus Charlemagnee established a city 

alongside known as Frankfurt. The meaning is Freeport. Frank means free of charge to cross the river here, furt is ford, like Oxford 

the waterfront. In winter, water level is lower and can wade through, but in summer when level is high still need a bridge. They 

would not collect toll free so attracted a lot of people nearby to cross here and thus become a trading center.  

 

India deployed an army up to 45,000 to borderline and ordered they can open fire when there is another clash. They have 

demonstration and stop buying Chinese goods movements while China keeps everything in low key. The total confirmed case of 

Coronavirus worldwide today is over 10 million which is 10,242,930; nearly equal to the population of Wuhan city where it first 

burst out. Total death is 504,366, which is double of the total number atomic bomb death in Hiroshima(廣島) and Nagasaki (長崎). 

Oxford University is on producing one billion vaccines now and waiting for the announcement of success in experiment so they can 

dispatch at once. If not suitable just destroy for they still have plan B and C. The vaccine in US only has 70% effective cases. 

Sanction of US upon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will divided into several stages and the one near the General Election will be more 

serious. Gold price had a Single Day Turn on Friday, but the closing price of today must be higher than the turning day or else will 

be treated as a failure. Anyway it tested the 1745 which is the middle line of Bollinger Bands and is a short term support. Upper 

resistance is on top line of 1782, it’s already the fifth day of ranging narrowly. The Ichimoku Cloud is so thick now which means 

support is quite strong but thinner in late July and has a chance of penetrating downward. 
 

        Daily Resistance 是日阻力位：1782 – 1792          Daily Support 是日支持位：1735 - 17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