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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在望             國際金融中心                        (32)    科技城 

          

        由於加州的矽谷太出名了，於是各國的科技城或科學園，都以當地的矽谷為別號。英國雷丁市外號為英國矽

谷，及後倫敦的科技城發展不但得到倫敦矽谷之外號，更被稱為歐洲矽谷。而又因倫敦市有不少華人，於是將倫敦

科技城再加了一個外號，就是將昔日毛澤東超英趕美之目標，反過來形容為英國早已超中趕美。 

 

       雷丁市位於倫敦市以西 40 英哩，即上環信德中心至澳門新口岸碼頭的距離。如今已由昨天講的橫貫鐵路接通

了。一直以來的科學園都彷校加州矽谷，除建在當地著名大學旁，也要遠離市區以減低租金成本。香港科學園則建

中文大學旁的填海區，數碼港則是港大醫學院山腳下的填海區；就是無地方也要填海來用。紐約是潮流之所創地，

很多世界潮流都是由它創出來的。雖然美國有 6 地方都用當地矽谷的別號；但紐約就有矽小巷，不是靠近大學而是

靠近金融中心華爾街。一直以來，科技公司都有意學紐約在金融中心旁設置科技城。但由於租金昂貴，未成氣候。 

 

       2008 年 9 月美國爆發金融海嘯，導至全球陷入衰退。倫敦也不例外，地產業首當其衝。市區租金大跌，於是科

技公司趁成本降低時進駐倫敦。2008 年 11 月，G20 部長級會議升格為元首級峰會，首次會議在華盛頓舉行；議決第

2 次峰會是於 2009 年 4 月於倫敦舉行，及後選址在城市機場旁的倫敦展覽中心(EXCEL)。當年還未開發第 3 金融中

心，大會章程稱此地在第 2 金融中心金絲雀碼頭附近；但第 3 金融中心逐漸成形，因 G20 及引了多項大型會議及展

覽。如今已獨立出來稱為第 3 金融中心皇家船塢；此展覽中心也曾為 2012 奧運場館；不過香港的天王及天后舉行演

唱會的地方是在對岸的千禧巨蛋；總之船塢區附近都活化成功。由於金融公司的總部大份部都在金融城，為準備

G20 峰會，科技公司都在金融城邊緣設置辦事處，也漸成科技城。當時首相是白高敦；2010 年大選出現懸峙國會，

首相白高敦讓位給卡麥倫，時下倫敦市長為現首相約翰遜。就刻意在金融城邊緣的老街廻旋處發展科技城。想不到

10年後的 2020年，居然發展成超中趕美的歐洲科技中心。英國科技城脫穎而出，也給他們信心脫歐的時機成熟了。 
                                                                                   (……待續)  

      伊朗因先前受到美軍無人機斬首行動，揚言要封鎖霍爾木茲海報復。終於破天荒造成尼米茲號模型進行海上攻擊軍演，被視

作挑釁行為推高了金價。要攻美軍需要攻其死穴：一是越南式地道戰與叢林戰；一是拉登式恐怖襲擊，總之要用無前線戰事。

在大海洋對決只有制造機會讓美軍的高科技武器表演；美國核動力航母企業號 1960年下水，在 2012年經已退役。如今美國連護

航軍艦都已全改用核動力，但其他國家只有法國有核動力航母，其餘都是柴油動力。就等於鴉片戰爭清朝以木製帆船去對付英

國鐵製蒸氣船，即使林則徐頗具創意地用大鐵鏈封鎖虎門也擋不住，因為雙方是用不同年代的武器對戰。霍爾木茲海峽有如虎

門是封鎖不到的。油價不受影響，但局勢緊張就只會推高金價。聯儲局發言令美匯繼續偏軟，黃金返過來領導歐羅走勢。金價

由前天抗跌槌變為昨天紡槌形。可能會變體為上升旗形。本周目標會為 2015，到了後可能回軟。支持位在日本雲藍線的 1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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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ly Trading :                                                            Profit At  獲利           Stop Loss 止蝕         

每日一單：                                 1961.00                       1975.00                 1956.00 
                         

Hedging: (Buy & sell simultaneously)  1961.00                       1975.00                 1956.00 

對  沖 單：(同時買入及沽出)                   1960.50                       1946.50                 1965.50 

 
                         

                         

 
 (Buying & Selling at same time)          

 

BUY at sight現水位入貨
o1WLBUC  

 

Previous Day上日利潤 －１０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４０７ 

 

Previous Day上日利潤 －５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４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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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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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 HK333,840 2012 +US$111.90 HK 87,282 2020      +US$407 HK317,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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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四)Th 20:30 ☆☆☆☆☆ US美國 G D P 國內生產總值 -5.0% -34.0% 

30/7 (四)Th 20:30 ☆☆☆☆ US美國 Initial Claims 初領失業救濟金 1,416K 1,400K 

30/7 (四)Th 20:30 ☆☆☆☆ US美國 Continuous Claims 續領失業救濟金 16,197K 16,000K 

30/7 (四)Th 17:00 ☆☆☆ US美國 EIA Gas EIA 天然氣 +37b +35b 

即市新聞摘要                
美國聯儲局議息後一如市場預期，維持聯邦基金利率目標範圍在 0 至 0.25 厘不變。會後聲明再次承諾，將使用所

有工具支持美國經濟，並重申新冠病毒危機將在短期內嚴重影響美國經濟活動及就業市場，引發通脹。美聯儲主

席鮑威爾提到，會維持應急工具一段很長時間，更完全未有考慮加息，認為經濟經過一段時間停擺遺留不少問

題，不少美國人仍努力找尋工作，聯儲局有需要維持寬鬆政策。鮑威爾亦表示，美國銀行業穩健，資本充裕，亦

有大量流動性，暫時放寬銀行槓桿比率有助支持信貸。鮑威爾表示，會在 9 月底向銀行發出新一輪壓力測試的方

案，包括新型肺炎疫情對經濟產力重大影響，要求銀行提交資本計劃。他又提到，已經要求銀行停止回購股份及

削減派息。 

 

美國四間主要科創企業向眾議院司法委員會作供，被質詢是否涉嫌壟斷市場。作供以視像形式進行，出席的包括

FACEBOOK創辦人朱克伯格、谷歌行政總裁皮查伊、亞馬遜創辦人貝索斯及蘋果公司行政總裁庫克。四間科企強

調維護市場競爭，向消費者提供必要的服務，但有部分議員相信，美國科技巨企在新型肺炎疫情後將變得更強

大。較早前，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網絡表示，如果國會不能替大型科技公司賦予公平，他將會通過行政命令親

自去做。外界相信，特朗普計劃以行政方式規管資訊科技領域發展。一般估計，出席作供的這四間科技企業涉及

美國經濟活動超過 5萬億美元。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行長金立群透露，已經批准 60億美元，協助一些國家抗擊新型肺炎疫情。他在亞投行理事

會選舉成功連任後，接受《新華社》專訪。 

 

美國國土安全部的國家知識產權協調中心向參議院財務委員會報告，指過去 100 日充公了逾 900 批貨物，檢獲逾

700 萬美元的冒牌防疫用品，包括口罩、個人保護裝備及藥物，發現有 5 成 6 仿冒品是來自中國或香港，報告又

指，過去 5年，有超過八成冒牌貨是來自中國。 

 

美軍宣布計劃從德國撤走 1 萬 2 千名派駐當地的士兵，但預料會保留當中約一半在歐洲地區，以應對與俄羅斯的

緊張局勢。總統特朗普在白宮向傳媒表示，德國支付的防務費用未達北約的要求，同時批評德國在雙邊貿易佔美

方便宜。美國國防部長埃斯珀表示，部分士兵會調派到黑海地區、波羅的海地區，或者意大利，並將駐歐部隊總

部由德國斯圖加特，搬置到比利時。德國執政基民盟的聯邦議會成員羅特根表示，美軍的決定將會進一步削弱北

約部隊的力量。 

 

美國波音週三公布 2020 年第 2 季財報顯示，作為公司主要業務，波音 Q2 商用飛機交付量較去年同期大減近八

成，Q2 營收年減 25%，淨虧損達到 24 億美元。但大大市壯旺，股價上漲 1.26%，至 173 美元 

 

印度傳媒《LiveMint》報道，中國收買聖彼得堡北極社會科學院院長米季科擔任間諜，並可能已經取得「國家機

密」，讓俄方一怒之下宣布暫停交付 S400。中國與俄羅斯在 2014 年，簽訂價值 30 億美元的 S400 防空導彈採購

合約，惟第一批導彈至 2018年才開始交付。據多間外媒報道，俄方拖延 4年交貨，事因中國涉嫌買通俄羅斯專家

竊取該國機密，令後者憤而暫停交付導彈。 

恒指 ：24,919.36     +160.29                  上證綜指：3,305.12   +10.25                  道指 ：26,539.57   +160.29 

Hang Seng Index (10:00am)                    Shanghai Composite (10:00am)               Dow Jones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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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ational Finance Center                   (32) Tech City 

 

There are two Tech cities in the UK, the City of Reading is known as Silicon Valley of the UK, 40 miles west of London; the 

Old Street Roundabout in London once known as the Tech City of London, now Tech City of Europe, just one street across 

THE CITY, the 1
st
 financial cneter. Other cities followed Silicon Valley in California to build a Tech City by the side of a 

famous university which means far away from downtown so as to lower the cost of rent.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ix Tech 

cities in the States saying they are the Silicon Valley of that area. New York had a breakthrough, not located by a university, 

but by Wall Street. It is known as Silicon Alley. A lot of cities wished to follow, but because of high rent, no so popular 

indeed. 

 

The Financial Tsunami occurred in Sep 2008 and led the world into recession; companies took chance of lower rent to move 

near London in the Old Street Roundabout. In Nov 2008, the first G20 meeting was held in Washington and decided the 

second meeting would be held in London in Apr 2009. The UK chose a new exhibition center known as EXCEL by the side 

of City Airport. As that time they only have the concept it is quite near the 2
nd

 financial center Canary Wharf. But the concept 

of 3
rd

 financial center gradually developed for it attracted large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and conferences, simply 

because of G20. Actually, the revitalization of docks is quite successful, no matter Canary Wharf or Royal Eden Docks or 

other wharfs along the Thames. The whole areas of London is full of financial air and cells. 

 

 Iran once was hit by the beheading strike (斬首行動) of US and said they would have their retaliation by block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now they built a model of Nimitz CVN for live fire drill and consider as a  provocative (挑釁)action. There are 

two methods to overcome the US, by war without frontline in Vietnam using tunnels among bushes; another is by terror attack 
like Bid Laden. When having a fair fight in the wide ocean, it would only provide a chance for America to show off their high 

tech. In 1960, the first nuclear carrier Enterprise CVN came into service and already retired in 2012, now even all escort 

ships are nuclear power, but other countries still using traditional power except Charles De Gaulle of France. The Strait of 
Hormuz would not be blocked; oil prices still remain unchanged, but pushed up the gold price. The speech of Powell made the 

USD weaker, gold price is running faster than Euro now. Yesterday the daily chart shown a spinning top, and may change 
into a flag. This will be a flag of victory. The target of this week is at 2015, may retreat after that, support is at 1893. 
 

        Daily Resistance 是日阻力位：2005  – 2015         Daily Support 是日支持位：1883 – 1893 

美國初領失業救濟金人數
US Initial Claim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