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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在望             國際金融中心                        (30)   泰晤士河水患 

          

        世界各大河流都不時有水患，由世界最長的尼羅河，以至大禹治水時的黃河，及最近我們的新界深圳河都難

免；只看如何處理。由於各河流之地理環境不同，應對方法也有異。在泰晤士河之河邊漫步之時，稍為留意下便會

見到有水患地圖，示意受水患威脅範圍及應對方法。倫敦的水患來自下游多於上游，即北海之海水倒灌多於上流之

降雨及水流。於是便在第 3金融中心的伊甸碼頭段與了建防洪水閘，防止海水倒流入市區的第 2及第 1 金融中心。 

 

       防洪水閘經多時之爭論，終於在 1982年啟用，經試驗圓滿後 1984年始大鑼大鼓請英女王剪彩。水閘外觀頗為科

幻，成為了泰晤士河新打卡景點，也是全球最高的可移動水閘。平時閘閥是在河底平臥在河床，有需要時才升起防

洪。無船通過時可連合起來作汽車橋使用，有大船通過當然要事先申請。而防洪閘由落成至今的 38 年共升起閘閥阻

截洪水 109次。平均每年需要使用 2.8次。每次使用前都事先在網站公布，以前是在電視及收音機公布的。使用率初

時與預期相約，近年卻較多，但每年都會試閘最少一次，以確保運作正常。 

 

       使用後倫敦市區的水患問題的確得到明顯改善，但也有人擔心若然上游急降雨及下游海水倒灌用同時發生，水閘

將使將使倫敦水患更嚴重。但支持者認為若此事同時發生，與水閘無關，有沒有水閘都會有大型水災。初期也曾建

議過在上游興建水壩，後被否決。因反水壩運動始於 1950年代，1970年代為高潮，1980年代匈牙利政府更被反水壩運動

推翻；三峽大壩是 1994 年興建 2003 落成。水閘的優點是對生態環境的破壞較少，因為漁類仍可逆流游回上游產卵，淤泥

亦不會積死在壩下，河道在大份時間都是暢通的；也不會有水庫的壓力導至地震。至於河道出現海水倒流，是比上游急降

雨水更為難控制，因為要面對整個北海。若然不建水壩仍可以開鑿支流以疏導，但海水倒流遇上支流是會加深情況而非改

善。而且鹹水的破壞加是大於淡水的。但泰晤士河多年水患卻是藉此控制了。留意防洪閘是距離河口尚有 40 公里距離。

結果放棄了加高河堤，也放棄了興建水壩而只建水閘。防洪閘堅故耐用，多年來共經歷過 15次意外船踫撞都無損結構。 
                                                                                   (……待續)  

      多國疫情反彈令人擔心再封關會影經濟；美國商議新一輪救市方案，要再派錢 1,200 美元，無疑又要大印票鈔應付；美匯疲弱，黃

金又成資金避難所。美國黑人佛洛依被跪頸致死事件令波蘭每天都有示威，昨天是連續第 60 天；市場也擔心示威會蔓延。南海軍演事

件沒有止息，如今連伊朗也在波斯灣口軍演。該區是由艾森豪號重型航母鎮守，並有輕型航母巴丹號在地中海支援；而尼米茲號重型

已由印度洋轉入南海；至於美利堅號輕型航母則在佐世堡候命支援。一切航母活動在智庫機構 USNI 每周公布一次，即遲 1-7 天才發

布；過了某某海峽翌日才發布照片。目前唯一好消息是 Moderna 與疾控中心研發的疫苗可望十月中應用，要注射兩次，Moderna 與牛津

研發的只需一次，約有 20 種疫苗會在本年底至明年初推出。會事先量產並分發到各點，一經批出許可證書，即時應用。金價目前升幅

比歐羅快，甚或快於美匯。留意 ADX 線在 40 點之前便會令大市回頭，今早是 39.32。回頭之支持位是 1885，如今因為水位高了，波幅

拓大，無論上升或下跌都要等看技術線明顯轉向才是，即使十元之波幅可能等於去年兩、三元而已。今早觸及 1981 回調，可以試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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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ly Trading :                                                            Profit At  獲利           Stop Loss 止蝕         

每日一單：                                 1967.00                       1953.00                 1972.00 
                         

Hedging: (Buy & sell simultaneously)  1967.50                       1981.50                 1962.50 

對  沖 單：(同時買入及沽出)                   1967.00                       1953.00                 1972.00 

 
                         

                         

 
 (Buying & Selling at same time)          

 

SELL at sight現水位入貨

o1WLBUC  

 

Previous Day上日利潤 ＋ ９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４０８ 

 

Previous Day上日利潤 ＋１４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４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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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港金息口       Interest of HK Tael Gold                     2020年7月 
1 (一) 0 11 (四)    0 21 (日) ／ 1 (三) -40 11 (六)   ／ 21 (二) 0 

2 (二) 0 12 (五)  0 22 (一) 0 2 (四) -40 12 (日) ／ 22 (三) 0 

3 (三) 0 13 (六)   ／ 23 (二)     0 3 (五) -40 13 (一)     0 23 (四)     0 

4 (四)   0 14 (日) ／ 24 (三)   0 4 (六)   ／ 14 (二)   0 24 (五) 0 

5 (五)  15 (一) 0 25 (四) 0 5 (日) ／ 15 (三) 0 25 (六)   ／ 

6 (六)   ／ 16 (二)     0 26 (五) +40 6 (一) -40 16 (四)     0 26 (日) ／ 

7 (日) ／ 17 (三) 0 27 (六)   ／ 7 (二) 0 17 (五) 0 27 (一)    0 

8 (一)   0 18 (四) 0 28 (日) ／ 8 (三)    0 18 (六)   ／ 28 (二)  

9 (二)   0 19 (五) +40 29 (一) +40 9 (四) -40 19 (日) ／ 29 (三)  

10 (三) 0 20 (六)   ／ 30 (二)   -40 10 (五)  0 20 (一)    0 30 (四)  

               31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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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 HK315,900 2012 +US$111.90 HK 87,282 2020      +US$408 HK31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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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二)Tu 21:00 ☆☆ US 美國 S&P / CASE Index 標普房價指數 224.08 220.25 

28/7 (二)Tu 22:00 ☆☆☆ US 美國 Consumer Confidence  消費者信心指數 98.1 87.0 

28/7 (二)Tu 22:00 ☆☆☆ US 美國 Richmond Fed Index 聯儲里治蒙指數 -73.7 -65.0 

即市新聞摘要                
北韓朝中社報道，領袖金正恩表示靠自衛性核威懾力，能確保北韓永久安全。報道表示，在平壤出席一個退役軍人的活動時

表示，北韓憑藉可靠有效的自衛性核威懾力，能確保北韓的永久安全和光明未來，朝鮮半島將不再有戰爭爆發。 

 

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美國在開發新型肺炎的疫苗方面做得不錯。特朗普到北卡羅來納州，參觀一家參與生產進行臨床測試

新型肺炎疫苗的實驗室。特朗普在參觀期間有戴上口罩，是他第二次在公開場合戴口罩。又表示，有望在年底前推出新型肺

炎的疫苗，他提醒民眾要注意保持社交距離，嚴格保持衛生，避免去人群密集的聚會和室內酒吧，在適當時候戴上口罩，他

又對經濟復甦充滿信心，認為仍未開放經濟的州份要開放經濟。 

 

新西蘭宣布暫停執行與香港的引渡協議。外長彼得斯表示，鑑於北京通過對香港實施港區國安法，新西蘭已暫停與香港的引

渡協議，並在其他對港措施方面作出修改。彼得斯說，新西蘭在處理對香港軍事及技術出口等問題，將採取與中國同樣的措

施。新西蘭亦已經更新旅遊建議，警告民眾港區國安法實施帶來的風險。 

 

世界衛生組織將新型肺炎疫情，宣布為「全球衛生緊急事件」，將踏入 6 個月。組織形容，新型肺炎「輕易地」成為世衛有

史以來宣布過的最嚴重有關事件。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批評，個別國家將疫情「政治化」，借病毒搞「污名化」，為自身政

治需要不惜歪曲事實，破壞合作。他強調中國完成研發疫苗並投入使用後，將作為全球公共產品。 

 

英國有分析指出，當地經濟最快到 2024 年，才能回到爆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前的水平。分析機構估計，當地失業率會從

3.9%，逐步上升至 9%；全國今年的經濟規模，會收縮 11.5%，較一個月之前估算的 8%更嚴重。 

 

印度繼上星期禁用包括 Tik Tok 在內的 50 多個應用程式後，再宣布禁用多 47 個來自中國的程式。印度信息部一名未有透露

姓名的官員向法新社表示，最新被禁用的 47個程式與上一批被禁用的有關連，因此當局以重視數據隱私和安全為由，宣布新

一批禁用程式名單。 

 

美國 6 月份耐久財訂單成長超出預期，得益於伴隨經濟重啟的商業活動更廣泛回升及汽車需求反彈。美國商務部周一公佈的

數據顯示，耐久財訂單 6月成長了 7.3％，5月份增幅下修為 15.1％。 彭博調查的經濟學家中值預估為 6月增加 6.9％。 不包

括飛機和國防硬體的核心資本品訂單攀升 3.3％，也超出預期水平。 

 

解放軍在雷州半島以西海域進行實彈軍演，並延長至 9 天時間，亦已知會所有船隻不要進入該區。但也有內部人士認為演習

地方屬內海，震懾力不及在西沙群島。而習近平在參觀中國空軍大學時，更下令要加強無人武器的作戰研究，未來不排除祭

出無人機「群攻戰術」，對台灣重要首長丶政軍據點發動突襲斬首戰。台灣的回應是他們有能力偵破無人機活動並作出干

擾。另一方面，伊朗自行製成尼美國航母尼米茲號之模型，也已放了出海，準備用作軍演標靶，以供伊朗海軍攻擊，並用他

們購入的航母殺手導彈對付。但自二戰以後，從來沒有任何國家之航母有被擊沉的記錄。 

 

中國己接收在成都之美國總領館，由於美方事先交還鎖匙，中方人員可以順利自大門開鎖進入，無需破門。中國闗閉此領館

理由是他們從事與領事不相符之工作干預中國內政，所以在美關閉休斯頓領館後，才公布要他們同樣於 72小時內離開。美國

人員離開成都領館前，用最新款不可還原之碎紙機毀掉文件，無需火燒。也不怕像伊朗大使館事件被還原碎紙。但候斯頓領

館關閉後，中方沒有留下鎖匙，所以美方要破門而入。中方亦曾用自行帶來之超級不可還原碎紙機，但因文件太多而當機才

改用火燒。另同時因惜別燒烤晚會有人不慎燒著衣服，所以隣居見狀報警但領館沒有讓消防員進入，因已自行撲滅。 

 
 

恒指 ：24,821.74  +227.50                     上證綜指：3,220.56   +14.30                  道指 ：26,584.77   +114.88 

Hang Seng Index (10:00am)                    Shanghai Composite (10:00am)               Dow Jones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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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ft : Thames Barrier opens for cruiser. Right : When closed is a motor bridge, valves are under water. 

   
Left : Preventing water from North Sea        Right : Millennium Dome the most ugly building award, Thames Barrier is at background. 

 

 

 

 

 

 

 

 

 

 

 

 

 

 

 

 

 

 

 
 

 

              International Finance Center                   (30) Thames Barrier 

 

Every major river has the problem of flooding, just see the method of handling. The greatest problem of River Thames does not come 

from rainfall of upstream, but seawater intrusion (海水倒灌) of North Sea. Therefore a barrier is built in 1982 and inauguration 

ceremony was held in 1984 by the Queen. It is built in the section of Royal Eden Docks, the third financial center to prevent sea 

water intruding into the second financial center Canary Wharf and first center THE CITY. For the destruction of seawater is greater 

than fresh water. When heavy rainfall occurs in upstream can make more tributaries to drain it, but for sea water intrusion, more 

distributaries would just make it worse. 

 

After great arguments in the parliament, at length they decided to build this instead of raising embankment or building a dam. The 

Anti-Dam Movements occurred in 1950s and culmination is at 1980s where the Hungary Government was overthrown by the 

movement. But in 1994, the Three Gorges Dam of China still decided to build. People are still worrying the function of this barrier, it 

has been used for 109 times and proved can control the flooding of Greater London Area. Some people worried when heavy rain 

occurs in upstream and seawater intrusion occurs in downstream at the same time, it would bring a inundation (淹沒) to the London.  

But if that day really comes, no matter having or without that barrier, it still will occur. 
 

 

Another outbreak of Coronavirus made the market worry over the impact on economy, may need a greater shutdown. US is 

discussing another bailout and will sent another US$1,200 to everyone. It means more money will be printed out and also the tension 

in South Sea made the gold to go up again. However, a goods news on Moderna-CDC vaccine will be on the market in mid Oct, but 

need to inject twice, Moderna-Oxford vaccine only once. Mass production is on the way, and will sent to the points first. As the 

permit is issued, injection can be done at the same minute. Gold price is higher and fluctuation greater. Mind the ADX when 

reaching 40 points gold will retreat, support is at 1885 and this morning already reach 1981, can sell now. 

 

        Daily Resistance 是日阻力位：1995  – 1985         Daily Support 是日支持位：1885 – 1895 

倫敦第 3 金融中心-----皇家伊甸碼頭 

Third Financial Center of London ----- Royal Eden Docks 

左：水閘開啟讓郵輪通過 

右：連接時是汽車橋, 閘閥在水下

下。下。。 
左：防洪閘擋著海水倒流 

右：全球最醜建築獎千禧蛋,背景為水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