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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在望             國際金融中心                        (11)    第 5大城市 

         

        留意各國的金融中心，多數都是該國最大的城市，如紐約、倫敦、巴黎、上海…..等。但法蘭克福在德國城市之

排名只是居於第 5 位，所以居住在小城市的人無需灰心，且看法蘭克福如何闖天下吧！連歐洲央行總部也要落戶於

此。它要面對歐元區的 19 個成員國的競爭，即使在德國之境內，也有其餘 4 大城市比它佔優呢。它不是沿海城市，

也不是第一大都會，卻憑貿易和交通樞紐突圍而出，其奮鬥過程可提供給其他城市作參考。 
 

       德國是有兩個地方叫法蘭克福，一個是在波蘭邊界的奧德河，稱為奧德畔的法蘭克福。另一靠近蘇黎世，在美因

河上，稱為美因河畔的法蘭克福(Frankfurt Am Main) ，後者乃歐洲之重要金融中心。原則上，最先起源是過橋之時不

收路費，而發展成為自由貿易區。很多人貪方便在此來來往往就不用付路費，因此成為貿易集中地。那麼到底是它

帶旺了蘇黎世，抑蘇黎世帶旺它？查理曼有歐洲之父之稱，這個法蘭克福是歐洲的始祖，等於中國人是炎黃子孫。

但它迅速為貿易中心。中原之涿鹿古戰場，無法發展成為金融中心，因為他們沒有想過要在該地促進貿易。而發明

了指南車更是要向外發展。至於其他地方，如哥倫布、麥哲倫及鄭和出發的母港，都無法成為金融中心，因為都是

要向外發展。而法蘭克福立地成佛，就地發展。有水源，還要有橋樑；雖然淺水，但靠過橋就集中了一切資源。 
 

       歐洲河流由目測可見，水流比亞洲及美洲急，因為山形較峻。自從工業革命之後出現全球暖化情況，阿爾卑斯山

頂的積雪及冰川滆化了，增加水流速度及深度，無論冬季的枯水期、或夏季的豐水期如今都要靠橋樑渡河了。德國

以工業及科技出名，二戰時可以每月建造 10 艘潛艇應戰，打造難得之記錄。德國之科技頗有名，早就豎立個別象。

且看金像獎大電影《賭神》的決戰場合，周潤發就是靠德國兩個月前出廠的液晶體隱形眼識破老千局，因為對方所

戴的是兩年前的美國出品，就是有此形象才有這劇情創作；但真實世界還有重要的高科技產品是由德國人發明的。 
                                                                                   (……待續)  

        世衛指出在新冠疫苗的研發方面，是牛津大學與美國 Moderna藥廠之合作領先。藥廠宣布將於 7月進入第 3階段人體測試，

志願者由 600人增加至 30,000人。並計劃每年投產 5-10億劑。此計劃投下大量資源，原本需要 10年時間始可研製完成之疫苗，

現於 1年內完成。並承諾分享資源，如果失敗會公布經驗以免其他人走冤枉路。全球感染人數今早已達 10,407,855人，總死亡人

數為 508,077 人。世衛下周會派員到中國調查病源，因為中國說過只接受世衛的調查。國安法今早通過，中方認為美方制裁力度

有限及短暫，美方則要看清條文再作評估。大選民調方面，在不同機構當中，拜登領先分別是 8 至 13 個百份點；但尚有 4 個月

時間，但本月可能有關鍵性取向。每日做一單、好過去打工 ；每日做對沖、好過等爺派錢。金價升到目前這水位，速度放緩，

但先前預計的高位是 1789，十分接近，可以和 2012 年 1795 兩者二合為一作阻力位。這可能是橫行區的頂位，到位後轉輾向下

到日本雲層頂作支持始反彈。昨天收市價高於星期五，所以仍有機會維持在這水位一兩天始回落，橫行區仍在移高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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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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inue to hold previous long 
position  

 

繼續持有先前買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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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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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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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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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市新聞摘要                
一連三日的全國人大常委會今日閉幕，人大常委會今早以 162 票全票通過「港版國安法」草案，下午將會公布詳

情，料 7 月 1 日起生效。據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草案）》主要針對 4 項行

為，包括顛覆國家政權、分裂國家、恐怖活動及外部勢力干預，其中分裂國家及顛覆國家政權罪行最高可被判終

身監禁，而在 3個特定情況下中央保留管轄權，法例不具追溯力。 

 

美國表示，停止向香港出口軍用設備。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聲明中表示，美國被迫採取行動，保障美國國家安

全。他表示，已經不能分清楚，向中國大陸抑或香港出口受管制物品，為避免這些設備落入解放軍，強化中國共

產黨獨裁統治，因此採取這項措施。美國對中國軍事相關設備的出口管制，過去並不適用於香港。《美聯社》報

道又指出，對於可軍民兩用的相關設備，美國即將要求申領牌照才可出口香港。 

 

世界衛生組織表示，下周將派出隊伍前往中國，期望可有助理解新型冠狀病毒源頭。總幹事譚德塞在視頻會議上

表示，對病毒源頭有所理解非常重要，期望派往中國的隊伍，有助理解疫情蔓延緣由。譚德塞表示，疫情大流行

已半年，但距離完結仍然毫不接近。他形容，部分地區防疫取得進展，但全球範圍內疫情正加速蔓延。譚德塞認

為，以前難以想像人類會因新型病毒而陷入混亂，憂慮最壞情況仍未出現。 

 

《路透社》報道，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日內瓦時間星期二，會向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發言。報道指出，按聯合國日

程表，林鄭月娥會透過視頻發言，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屆時將展開三星期會期，討論全球人權事務。較早前，聯合

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表示，中國就港區國安法立法，必須符合有關人權的義務，以及符合有關公民權利

及政治自由的國際公約。 

 

歐洲聯盟擬定名單，容許被認為疫後安全的 14 個國家旅客，由當地 7 月 1 日起進入。現時名單當內並不包括美

國、巴西及中國，但外交消息表示，只要中國容許歐盟旅客入境，中國可以加入名單內。獲准進入歐盟的 14 個國

家旅客包括，澳洲、加拿大、日本、摩洛哥及南韓等。歐盟內部已經向歐盟公民開放邊境。 

 

德法領袖促請歐盟成立具效率及穩固的疫後復甦基金。德國總理默克爾與法國總統馬克龍在德國梅澤貝格宮會

晤，雙方期望，疫後復甦基金可在下月定案。默克爾強調，要建立穩固的金融工具，當中亦可改動，但成立基金

必須可協助受疫情嚴重影響的國家。馬克龍對於部分態度保留的歐盟國家表示不滿。他認為，鬆散的協議只會影

響歐盟內有經濟影響力的國家。德法兩國同意歐盟委會員主席馮德萊恩建議成立的 7500 億歐元復甦基金，但部分

國家包括奧地利及荷蘭等反對。德國由 7月 1日起將會擔任歐盟輪任主席國。 

 

為了減輕新冠肺炎  疫情衝擊，歐洲央行於日前宣布將疫情緊急購債計劃 (PEPP) 再加碼 6000 億歐元，促使總規模

達 1.35 兆歐元。Berenberg 經濟學家 Florian Hense 表示，為了提振低迷的通膨增長率，預估 ECB 可能再加碼 8000 

億至 1.6 兆歐元區間的購債規模。 

 

 
恒指 ：24,545.92  +238.76                     上證綜指：2,961.52   -18.32                   道指 ：25,595.80   +580.25 

Hang Seng Index (10:00am)                    Shanghai Composite (10:00am)               Dow Jones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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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linicaltrialsarena.com/news/moderna-vaccine-trial-phaseiii/ 

 

 
 

 

 

 
 

 

 

 

 

 

 

 

 

 

 

 

               International Finance Center          (11)  The Fifth City 
 

Mind that most o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e Centers are the largest city of that country, such as New York, London, Paris, 

Shanghai….., but Frankfurt only ranks 5
th

 in Germany. So those that live in small cities or inland cities need not to be 

discouraged, just watch and learn from the wonderful experience of Frankfurt. Lo and Behold, even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is situated over there, Frankfurt has to face keen competition form outer world and domestic world. 

 

There are two FRANKFURTs in Germany, one is near Poland by River Oder known as Frankfurt Am Oder and another is near 

Zurich known as Frankfurt Am Main, for the latter is on the River Main. There is no need to pay the toll free when crossing 

through Frankfurt therefore attracted a lot of traders to take this advantage to lower the cost. After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t 

brought about global warming (全球暖化) that glaciers (冰川) and snow from the Alps melt and made the water level of rivers 

higher. Therefore bridges are necessary. Germany all the way has established a good image in technology, and in the World 

War II they can produce 10 submarines per month for the war. Anyway, more important will be talk about later….. 

 

The WHO pointed out that in vaccine development of Coronavirus, the joint plan of Oxford University and Moderna is 
leading. Phase III testing will be launched out in July, number of volunteers will be increased from 600 to 30,000. Originally, 

the period needs 10 years but now shortened to less than 1 year. In 2021, it is scheduled to put onto the market of 0.5 to 1 
billion doses. The factory promised to share the experience when in failure so others can make the way shorter. The WHO will 

lead a team to China to investigate the source of Coronavirus as China only willing to be investigated by WHO.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is passed in Beijing this morning for China believes the sanction of US would be quite weak and short and hurt 
US more. As for the General Election, among the various polls, Biden leads for 8 to 13 points, but still has 4 more months. 

This month will be quite decisive.   

Gold price is slower in such a level, the target of 1789 is quite near. We can also observe another resistance in Oct 2012 
which is 1795, we can merge these two in one, so the resistance is 1789-1795, may be the top of this horizontal platform. After 

reaching the point would go lower till touching the top of Ichimoku Cloud. The closing price of yesterday is higher than 
Friday, that means it may still go up for one or two days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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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復蘇民調 
 

以下為蒙特拿(Moderna)藥廠對經濟復蘇

的民調，共訪問了 15,309 人，題目是假

設目前氣候不變，你認為環球經濟在新

冠肺炎的復蘇時間需要多久？ 
 

1) 1至少於 3年      6359票      佔 42%       

2) 少於 1年             3407票      佔 22% 

3) 3至少於 5年      3128票      佔 20% 

4) 多於 5年             2415票      佔 16% 

 

https://www.clinicaltrialsarena.com/news/moderna-vaccine-trial-phaseii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