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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在望             國際金融中心                        (33)  機場會展中心   

         

  機場展覽館的文化已流行多時，初期是與航空有關的展覽，及後發展為大型會展中心。國際金融中心通常都擁

有多個大型會展中心；最傳奇的，莫過於倫敦城市機場的展覽中心 ExCeL。2009 年的 G20 峰會使它身價十倍，2010

年因排期長期爆滿即時宣布擴建，將面積加大一半。配合政府活化船塢區，可謂無心插柳，使倫敦又多了一個國際

金融中心。本年又多了一個項目，3 月改建為南丁格爾醫院(即戰地臨時醫院)以容納新冠病人，中國稱為方艙醫院。

擁有歐洲最大的深切治療部；最多可容納 4,000 個深切治療床位。及後因首相大人在群臣及民眾進諌後回頭是岸，放

棄佛系抗疫而無需盡用便要回收。近日又因喜歡炒樓的港人有移民想法，樓盤廣告充斥而使伊甸碼頭曝光率激增。 

 

    倫敦本來已有 8 個大型會展中心，因為活化船塢向外延伸。靠近河邊而就多加以利用展覽遊艇及水上活動，靠

近機場也是為了方便外國商家。由於這裡區離市區很近，所以目標除外來人士也包括本地人。這裡距離市中心只 11

公里，香港機場鐵路全長為 35 公里，還不是這麼多人去，因為灣仔之會展中心經常爆滿不敷應用。但香港的博覽館

用來作 DSE考試也是其他地方少見。ExCeL還可以用來開演唱會，因為對岸的千禧巨蛋排期也經常爆滿。 

 

        先前老夫曾說過倫敦各地方都是充滿金融中心的細胞，一個峰會帶動會展事業再帶旺周圍地區而成新金融中

心。如果諸君翻查 2009年 G20峰會的大會章程，會覺得很奇怪。ExCeL明明座落於皇家伊甸碼頭，但章程居然沒有

提及，只說在金絲雀碼頭附近。因為當年根本無人認識皇家伊甸碼頭，講出來人家也不知在哪裡。它根本不在金絲

雀碼頭的道格斯島，因為那半島要保育全國最大公營房屋群，所以要到隔隣建立大型會展中心。發展迅速是因為原

碼頭的運輸鐵路可以迅速改建成為輕鐵，成本也低。但香港的黃埔船塢及太古船塢都已改建為大型屋苑。如果被喜

歡炒樓港人大量移民，很快就會變為石屎森林。因為這裡前後左右都是港人最愛的無敵水景。無敵者乃香港之樓盤

術語，即無遮擋也。ExCeL 的成立，原意只是靠近國際機場增設多一會展中心，想不到來一個 G20 峰會，使倫敦多

增加了一個國際金融商業消費中心。可是 G20眾多大國及強國，GDP佔全球 85%、貿易額全球 80%、人口 70%；一

直都無法奪取最佳國際機場的冠軍，都是由兩個非成員小島新加坡和香港壟斷。這也是國際金融中心的奇蹟呀！ 
                                                                                   (……待續)  

     特朗普有意押後大選以便他的製裁可令民望反彈，這可緩和南海局勢，若民望急跌局勢將更為嚴峻，擦槍走火機會更大。至

誰當選均難扭轉形勢，因新冠及知識產權問題兩國關係已逆轉了。8 月中的定期貿易協議檢討作用不大，中國在追回上半年落後

了的採購確有些難度，但最多也是按例加徵關稅而已；不會因而開火的。但這是維持兩國最後關係的一線，若然無此聯系，全

面翻枱機會更大。美國 GDP大跌 32.9%，8月救市方案更需要大印鈔票。隨機指數快版近期出了次沽貨訊號是假的，慢版昨晚也

出沽貨訊號金價都上升。等 ADXR線到 40點才沽貨較可靠，即阻力位在保力加的上線 1992或黃金比率的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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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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ll wins 14, buy cuts 5 

沽吃 14買止 5 

利潤 Profit +9 

 

Previous Day上日利潤 －５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４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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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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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HK329,940 2012 +US$111.90 HK 87,282 2020      +US$416 HK324,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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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五)Fr 17:00 ☆☆☆ EU歐盟 G D P 國內生產總值 -3.6% -10.7% 

31/7 (五)Fr 20:30 ☆☆☆ US美國 Personal Income 個人所得 -4.2% -0.5% 

31/7 (五)Fr 21:45 ☆☆☆ US美國 Chicago PMI 芝加哥 PMI 36.8 43.9 

31/7 (五)Fr 22:00 ☆☆☆ US美國 Michigan U Index 密芝根大學指數 73.2 72.7 

即市新聞摘要                
美國總統特朗普公開呼籲推遲 11月大選日期，並表示由於疫情而增加的郵寄投票「可能導致舞弊和不準確結

果」。他指稱說，大選應該推遲到人們可以「正規、保險和安全」投票的時候舉行。此舉引發外界批評，認

為他希望拖延時間，等待民望反彈，爭取連任。當地輿論認為，新型肺炎疫情在美國失控，經濟急速下滑，

特朗普民望落後很大機會代表民主黨出選總統的前副總統拜登，達到雙位數百分點，特朗普無法接受連任失

敗。拜登早在今年 4 月已預期，特朗普會尋找藉口，延遲大選。報道指根據美國憲法，除非國會通過法案更

改大選時間，否則特朗普本人或各州州長，無權更改大選日期。 

 

中美矛盾持續，皮尤研究中心一項調查顯示，超過四分之一的美國人現在將中國視為「敵人」，自 2012年以

來比例上升了 11個百分點，更多美國人對中國持負面看法，指責中國未能遏制新冠疫情。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表示，在應對中國的問題上，形勢正在轉變，強調國際社會支持華盛頓的對華政策，但對於支持北京在香港

實施《港區國安法》的國家數量，感到不安。中國駐美國大使崔天凱表示，中美關係的前途命運，在於對話

合作，不衝突、不對抗，強調中方仍然願意本著善意和誠意，發展中美關係，呼籲美方重回雙方關係發展的

正軌。 

 

報道說英國政府正考慮利用"五眼"聯盟解決關於重要物資供應鏈過度依賴中國的問題。另外這個 5 國聯盟可

能擴大，讓日本加入。所謂的 "五眼聯盟"  是指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英國和美國 5 個英語成員國之

間共享軍事和秘密情報。聯盟始於 1946 年簽署的英美協議（UKUSA），該多邊協對 5 國收集，分享電訊情

報做了規定。 

 

英國外相藍韜文譴責香港選舉主任，裁定 12名立法會選舉參選人提名無效的決定。藍韜文在聲明說，很明顯

這批參選人因為政治立場，因此被裁定提名無效，有關決定破壞一國兩制，以及《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

法》保障的權利與自由。他又說，香港當局必須恪守對香港人的承諾。在北京，外交部日前表示，中國政府

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決心，堅定不移，反對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的決心亦堅定不移，任何對

華施壓的圖謀，都絕對不會得逞。 

 

周四公布的美國第 2季國內生產總值（GDP）以年率計破天荒勁縮 32.9%，較首季的 5%跌幅顯著擴大，但略

低過市場估計跌 34.5%。數據表現失色，拖累道指下跌 225 點。美國以外地區的經濟上季亦錄得嚴重收縮，

當中，歐元區最大經濟體的德國，周四公布第 2季經濟大跌 10.1%，為 1970年有統計以來最傷，經濟師預期

西班牙、法國及意大利周五出爐的上季 GDP數字更差。 

 

美國勞工部公布，上周新申領失業救濟人數增加 1.2萬人，至 143.4萬人，低於市場預期的 145萬人。至於 4

星期平均新申領失業救濟人數增至 136.9萬人；持續申領人數增加至 1701.8萬人，多過市場預期。 

恒指 ：24,803.54     +88.35                     上證綜指：3,286.12   -7.50                    道指 ：26,313.65   -225.92 

Hang Seng Index (10:00am)                    Shanghai Composite (10:00am)               Dow Jones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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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ational Finance Center                   (33)  ExCeL 

 

The ExCeL (Exhibition Center London) is an exhibition and convention center built by the side of London City Airport. 

However, the G20 Summit in 2009 made it famous worldwide and at once decided to build a new extension because venue 

was fully booked. It is situated in Royal Eden Dock, but when referring to the official website, they did not mention that place 

at all. They said the ExCeL is quite near the Canary Wharf for no one knows where is the Royal Eden Dock. For in the Isle of 

Dogs, they have to preserve the largest council housing of the country and no room to develop a large exhibition center.  It is 

quite near the downtown only 11 km and also by the side of 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Once I said London is full of financial cells, that everywhere has the potential to develop as a new financial center. This is a 

typical example of Many things grow in the garden that never sown there (無心插柳柳成蔭). A new area of finance, 

commerce and entertainment came out naturally without any pushing. Their original intension was to revitalize the dockyards 

and make full usage of it only. Because the essence of London is full of financial air, so everything and everywhere can be 

developed into a new financial center. 

 

Donald Trump wished to postpone the general election so as to have more time to have response to his sanction upon China 

and make his supporting rate higher. This can lower the tension of South Sea and misfire. But the relationship of US and 

China can never go back to former state because of Coronaviru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No matter who can win in the 

election is not so important, cannot turn back. The Sino-US trade talk in mid-August is just to review the progress, quite hard 

for China to chase up the schedule in the past months, but when failed only would increase tariff and no war. But this is the 
final relationship of these two countries, when broken, the future will be quite doom. The US GDP fell greatly for 32.9%, that 

means the bailout in August need to print out more banknotes. USD will be weaker. Stochastic Fast shown selling signal for 6 

times but all were fake signals, gold still went up. Now Stochastic Fast also shown selling signal. Better wait for ADXR to 
reach 40 points before selling. Intraday resistance is at Bollinger upper line of 1992 or Fibonacci ratio of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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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國內生產總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