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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在望             國際金融中心                        (31)   港鐵在倫敦 

          

        地鐵是英國人發明的，倫敦也是首個使用地下鐵路的城市。香港地鐵也是英國人設計的，初期也全部使用英國

車廂。2021 年倫敦最新的地鐵線橫貫鐵路(Crossrail)將全線通車，是交由港鐵公司經營的。香港在投標中擊敗全球各

國奪取經營權。倫敦地鐵是 1863 年通車，香港是 1979 年；是全球第 54 個使用地鐵的城市。如今英國人不恥下問，

老大哥回頭向小弟弟學習。這也許是他們成功之處，也是香港成功之處；可比美聯儲局向歐洲央行學習的事績。 

 

  橫貫鐵路是一項龐大的跨區及跨市鐵路，將市區地下鐵、郊區地上鐵、輕鐵及城際鐵路合而為一。除倫敦市中

心鐵系統分別向東西延伸，再在兩端盡頭處分叉為Ｙ形支線。貫通 3 大行政區包括東南英格蘭、大倫敦地區及東英

格蘭；西邊連接希斯路機場，東邊則是城市機場。鐵路落成後，將使英格蘭 3 大行政區之來往更頻密。尤其是連接

了西部的英國矽谷(雷丁市)及倫敦矽谷(科技城)。倫敦矽谷就在金融城的隔一條街，又名歐洲矽谷，日後再講。科技

城是前首相卡麥倫刻意打造出來的歐洲數碼之都，他與現首相約翰遜在牛津大學是同學但不同學院，如今大師兄交

波給嫡傳師弟了。全線通車後，更可促進倫敦 3 大國際金融中心的交流，也可連貫兩大矽谷。近期 3 大金融中心的

樓盤都來港舉辦展銷會及進行各類廣告宣傳，都在大力強調的交通就是這條鐵路。如今該線又在計劃向北延伸，將

城際鐵路與市區地鐵合而為一；這將會是現代鐵路的新趨勢。 

 

        經歷了百多年，倫敦地鐵已建得密麻麻了，也有人說整個倫敦的地底都被挖空了，沒法再開闢新線了。因此市

中心部路段要和其他路線使用同一條路軌，郊區才興建新路軌。這條鐵路外判給 17 家公司同時進行工作， 2009 年

動工時是歐洲最大的鐵路基建工程。又因新冠疫情在工程進行時也要保持社交距離，因此進度緩慢，明年不一定可

以全線通車。但 2015年已開始局部通車，該線全長 118公里，而港鐵之港島線才 16公里。雖然由港鐵經營，但香港

八達通並不適用呢。可是 60歲以上長者乘搭倫敦交通工是費用全免，但要先申請長者咭，長途車則有折扣。 
                                                                                   (……待續)  

      中國與伊朗分別在南海及波斯灣口進行軍演。根據海洋公約所有河口、灣口及必經水道均屬公海，美軍經常派軍艦保持暢通避免封

鎖，伊朗刻意製造美航母尼米茲號模型進行攻擊演習，包括由直升機發射火箭及派特種部隊遊繩而下，宜密切留意動態。至於南海中

方也說有擦槍走火可能。美方之制裁行動，若迫近金融界則事態嚴重。至於三藩市領館讓唐娟被補，雖然化解被關館危機，但她爆料

會有多人涉案亦不簡單。這是都是金價上升之原因。特朗普民望雖然有少許反彈，仍大幅落後 7 至 10 個百份點。預料有更多辣招推

出。民調機構有 40 多個，以不同形式在不同時段發布。新一輪救市及派錢方案最快要八月中才可定案。美匯此浪按黃金分割線跌了 21

天才反彈，但力弱。如今這兩天黃金跑得比歐羅及美匯快半步。自從龐貝奧在尼克遜圖書館發表超限戰之宣戰書後黃金處領導地位。

金價嚴重超買仍然穿頂，會試 2,000大關始回調。 隨機指數快版雖然在超買區出了 6次沽貨訊仍然向上。此時要等破了拋物線的反手位

才沽貨比較可信。下面支持位在 1888，上面的阻力位在 2015。中美關係持續緊張會推高金價，但日本雲層轉薄，隨時會大幅回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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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ly Trading :                                                            Profit At  獲利           Stop Loss 止蝕         

每日一單：                                 1948.00                       1962.00                 1943.00 
                         

Hedging: (Buy & sell simultaneously)  1948.00                       1962.00                 1943.00 

對  沖 單：(同時買入及沽出)                   1947.50                       1933.50                 1952.50 

 
                         

                         

 
 (Buying & Selling at same time)          

 

BUY at sight現水位入貨
o1WLBUC  

 

Previous Day上日利潤 ＋ ９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４１７ 

 

Previous Day上日利潤 ＋１４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４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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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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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三)We 19:00 ☆☆ US美國 MBA Mortgage MBA抵押貸款 -2.6% -4.0% 

29/7 (三)We 22:00 ☆☆ US美國 Wholesale Sales 批發庫存 -53 -40 

29/7 (三)We 22:00 ☆☆☆ US美國 EIA Petroleum EIA 原油庫存 +4892KB +5692KB 

29/7 (三)We 26:00 ☆☆☆☆☆ US美國 Fed Rate Decision 聯儲局議息 0.25% 0.25% 

即市新聞摘要                
《港區國安法》爭議未平息，歐盟 27個成員國認為法例嚴重侵蝕香港自由，同意推出措施支持港人，包括限制向香港輸出可

用在內部鎮壓、截取通訊或網絡監察的敏感設備和科技，以及檢討庇護、移民及居留政策等，亦會對來自香港的簽證、學術

交流及獎學金申請等實施特別措施。不過做法引起中方強烈反對，中國駐歐盟使團發言人批評歐盟有關做法錯誤，並已提出

嚴正交涉，敦促歐方切實尊重中國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問題上的立場，停止以任何方式干涉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 

 

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分別與英國外相藍韜文及法國外長勒德里昂通電話，強調英方近期就《港區國安法》的一系列言行，違

反不干涉別國內政的國際關係基本準則，他又向勒德里昂批評美方毫無道理地對中國進行全方位打壓，不斷挑釁中國的核心

利益，行徑霸道，中方將作出堅定而又理性的回應。 

 

美國總統特朗普再次強調羥氯喹在治療新型肺炎疫情方面非常成功，又表示與國家過敏症和研究所所長福奇相處得很好。 

 

英國外相藍韜文表示，英方將密切關注香港 9 月的立法會選舉，強調中國必須在包括新疆在內的事情上，履行國際人權義

務，重建與國際社會的信任。路透社報道，英國外交部發言人表示，藍韜文與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通話，雙方同意兩國

在貿易和氣候變化等方面，可以進行有成效和建設性的合作。藍韜文又表示，他與首相約翰遜，將會與中方在共同與緊急的

挑戰上合作。 

 

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將會在他位於特拉華州的家鄉城市發表演說，進一步公布在新型肺炎疫情後振興經濟的方案，

並致力消除種族經濟不平等。預計拜登將會在製造業、創新科技、潔淨能源等投資數萬億美元，並為少數族裔企業提供 1000

億美元的低息商業貸款、為中低階層提供稅務寬免等。不過，有分析指拜登的經濟政綱會導致公司稅率提高。另外，拜登表

示將會在下月第一個星期內、即是正式接受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提名前幾天，公布他的競選拍擋。 

 

澳洲政府日前去信聯合國，認為中國在南海的主張不符合國際法。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讚揚澳洲抵抗來自中方的壓力，華府將

繼續與澳洲政府在重塑南海法律的工作上合作。澳洲外長佩恩與蓬佩奧在華盛頓舉行聯合記者會時，表示澳洲與中國雙邊關

係重要，澳方無意損害，但強調不會做一些違背澳洲利益的行為。 

 

國家主席習近平表示，中國實踐及支持多邊主義，抱持開放合作共贏的態度，會與亞投行各成員繼續支持國際社會應對風險

和挑戰，與更多夥伴合作，推動「去經濟一體化」，令全球化朝更包容、普惠及平衡的方向發展。習近平在亞投行理事會年

會網上會議開幕式致辭時指，面對經濟全球化帶來的矛盾，各國應努力促成包容性的全球治理，以及更加有效的多邊機制，

推動積極合作。 

 

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估計，疫情大流行令五月國際遊客數字，較去年同期大跌 98%。累計今年頭五個月，與去年同期比較，

國際遊客數字下跌超過 56%，損失金額超過 3200 億美元，是 2009 年金融海嘯的三倍。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秘書長波利卡什

維利形容，數據顯示，一旦安全獲確保以後，旅遊業必須盡快重開。他表示，國際性旅遊業大跌危及數以百萬計生計，當中

包括發展中國家，全球每個國家必須確保健康，同時亦要保障就業及行業發展機會。 

 

美國聯儲局延長多項貸款工具期限至年底，包括一級交易商信貸工具、貨幣市場共同基金流動性工具、一級市場企業信貸工

具、二級市場企業信貸工具、定期資產支持證券貸款工具、薪金保障計劃流動性工具及主街借貸工具。聯儲局表示，有關貸

款工具期限延長 3 個月將有助潛在參與者進行規劃，並確定有關工具將繼續可用於幫助經濟復蘇。新型肺炎疫情在美國的病

例再次急升，重災局南部及西部部分企業被迫再次關閉或停止重啟。 

恒指 ：24,714.23     -49.90                     上證綜指：3,227.96  +22.73                  道指 ：26,379.25   -205.49 

Hang Seng Index (10:00am)                    Shanghai Composite (10:00am)               Dow Jones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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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第三金融中心───皇家伊甸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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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ational Finance Center                   (31) HK MTR in London 

 

Underground transportation is invented by British in 1863, and the first underground in HK inaugurated in 1979.  In 2021, there will 

be a new line in London known as CROSSRAIL, managed by the Hong Kong MTR Corporation, for it won the world tender for 

management. It shows that British people is willing to learn from small brothers, it’s their way of success as well as HK. 

 

The Crossrail is a combination of underground in downtown, overground in uptown, light rail and inter-city trains. It links up three 

major administrative areas including South-East England, Greater London Area and East England, also the Silicon Valley of UK 

(Reading City) and Silicon Valley of London (Tech City), the latter is also known as Silicon Valley of Europe. It also links up the 

three major financial centers of London ---- The City, Canary Wharf and Royal Eden Docks. The total length is 118 km, while the 

length of the Island Line in Hong Kong is just 16 km. It also links up The City Airport and Heathrow Airport. The line opens 

partially in 2015 and scheduled fully in 2021, but due to Coronavirus, workers have to keep social distance in working, may be later. 

  

China and Iran are having naval live fire drills in South Sea and Persian Gulf respectively. According to the United Nations Law of 

the Sea, all estuaries, gulf entrance and necessary passages are intentional waters so US fleets keep on patrolling to keep it free. 

Iran made a model of the USS Nimitz for attacking during the drill. On the other hand, China also said in the South Sea, it is easy 

that a minor misfire can start a war (擦槍走火). As in the San Francisco Consulate, they let the researcher arrested by FBI, it 

solved the problem of closing the Consulate, but the researcher disclosed more people are involved in the case. So follow the case 

closely. As for the general election poll, even Trump gets better but still 7 to 10 points back of Biden, therefore more severe actions 

on China are expected, and next step may concern finance. Since the speech of Pompeo in the Nixon Library, gold is running faster 

than Euro and USD Index. The latter is in a downward wave of 21 days according to Fibonacci series. The Stochastic Fast shown 

selling signals for 6 times but gold still went up, so better wait for Parabolic SAR for selling. Support is at 1888, resistance at 2015, 

may test the 2,000 level before retreating. Ichimoku is getting thinner, may drop abruptly.  

 
        Daily Resistance 是日阻力位：2005  – 2015         Daily Support 是日支持位：1888 – 1898 

防洪閘 Thames Barrier 千禧蛋 Millennium       

 

活化後的城市國際機場 

City International Airport after revitalizing 

 

1950年代化活前的船塢 Docks before revitalizing in 19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