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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在望       國際金融中心 ----東京                (14)   首都高  
        

        近代日本發展有兩個重要里程碑，一是明治維新，另一是 1964 年之東京奧運。為了迎接亞洲首屆奧運會，他們

推出了"首都高"計劃。即用 24 條高速公路連接東京及周邊地區，以放射性的網絡連接首都圈的經濟區。由於計劃太

龐大了，未能在奧運時全部通車，近半數是奧運後才通車的。但這使首都圈的人口起了變化，即日間流動人口遠多

於晚間人口，也是很多人從十分遠的地方前來東京上班，可以說穿州越省，晚上又回家。以前的交通不便根本沒有

可能，但 24條首都高計劃，就將不可能的事實現了，使東京灣區經濟的 GDP超越紐約灣區成為世界之冠。 
 

      這些都是短程的高速公路，不太長，十多廿公里而已，約為元朗到中環的距離，但有 24 條放射性的高速公路，

也頗為壯觀，最長的海灣高速才 62 公里。1970 年代之時，亞洲很多地方都開闢了首條長途的高速公路，是為他們歷

來最大的公共建設投資，包括南韓、台灣，菲律賓都是。當年的日本高速公路不太高級，很多路肩都是窄得不合標

準的，因為海島地方實在有限，如今也無法改善。所謂時勢造英雄，日本山多平地少，只有在海岸線兩旁才有狹窄

平地，整個日本就類似港島那麼少平地。他們沒法像美國那樣可有 10 線行車的高速公路。規劃之時，東京與大阪之

間的平地是不夠再加建高速公路，只夠容納兩線的子彈快車，而市區到羽田機場就要用架空的單軌列車。 
 

     東京的千代田區白天人口為夜間的 10 倍，因為千代田就是東京的中環區。東京都白天人口為 1557.6 萬人，夜間

人口 1,315.9 萬人，相差 241.7 萬人。也是說上下班時，除原來市區內的人口短途移動外，還要接送其休城市的 241

萬人過來。也可以肯定說，在首都高以外，還有人要從更遠之處轉車到東京上班。所以常聽到他們說，很早就要出

門，回家吃完飯就差不多要睡了。這點不是誇張，而是事實。也可說像香港由天水圍出中環上班的人不只是一小

撮，而是有 24個方向的人這樣走向東京。還好他們交通發達，而東京的城市交通流量也因而是世界之冠。 
 (……待續)  

         中印防長在莫斯科會面，雙方均指責任全在對方。前線也有軍長級會談，由於印方有外國戰地記者隨軍，透明度較高，可知他們

軍民均群情洶湧，都有不惜一戰之決心。中方 6 月時沒有描述格鬥過程，這次有簡單描述仍屬低調。總之都在大戰邊緣，談判無結果

時表示下次仍會再有衝突，也可能再升級。另一方面，中國在 8 月共有超過 10 次軍演在東海及南海，比中印邊界更高調；總之戰爭機

會仍然存在。在製裁辣招下，焦點又轉回超限戰，晶片又成了主角。這將成為大選焦點之一，選民不會太直接著眼知識產權，而是在

它不是被購買而被洩露後所導至之工作崗位損失。美國要台積電在阿利桑拿設廠，也是為了更易控制晶片之生產。中美在高科技的交

流已全面終止，且看如處理一般的留學生。經濟逐漸邁向復蘇，如今等疫苗正式面世，遲一些無所謂，安全至上。技術面美元已完成

泥鏟形走勢，在斜跌後的橫行已到頂，昨天開始回落，預這個小浪又要十天八天。對未來金價有支持，歐羅已率先反彈，黃金中線在

1948，收市價升破才可作準，因為收市不會有變，即市價位隨時變，而且期波大，要破 8-10 元才算破位，1904-1887 有強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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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ly Trading :                                                            Profit At  獲利           Stop Loss 止蝕         

每日一單：                                 1928.00                       1913.00                 1933.00 
                         

Hedging: (Buy & sell simultaneously)  1928.50                       1943.50                 1923.50 

對  沖 單：(同時買入及沽出)                   1928.00                       1913.00                 1933.00 

 
                         

 

 
                         

                         

 
 (Buying & Selling at same time)          

 

BUY at sight現水位沽貨

o1WLBUC  

 

Previous Day上日利潤  ＋１０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５３４ 

 

Previous Day上日利潤  －５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５１７ 

 

策略說明：每日一單乃基於贏 15 輸 5，又或贏 12 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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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3180888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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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             港金息口       Interest of HK Tael Gold                     2020年9月 
1 (六)   ／ 11 (二)   0 21 (五) 0 1 (二)    0 11 (五)  21 (一)  

2 (日) ／ 12 (三) 0 22 (六)   ／ 2 (三)  0 12 (六)   ／ 22 (二)  

3 (一)  0 13 (四) 0 23 (日) ／ 3 (四)  0 13 (日) ／ 23 (三)  

4 (二)    0 14 (五) 0 24 (一) 0 4 (五)    0 14 (一)  24 (四)  

5 (三)  0 15 (六)   ／ 25 (二)     0 5 (六)   ／ 15 (二)  25 (五)  

6 (四)  0 16 (日) ／ 26 (三)   0 6 (日) ／ 16 (三)  26 (六)   ／ 

7 (五) 0 17 (一) 0 27 (四)     0 7 (一) 0 17 (四)  27 (日) ／ 

8 (六)   ／ 18 (二)     0 28 (五) 0 8 (二) 0 18 (五)  28 (一)  

9 (日) ／ 19 (三)   0 29 (六)   ／ 9 (三)  0 19 (六)   ／ 29 (二)  

10 (一)  0 20 (四) 0 30 (日) ／ 10 (四)  20 (日) ／ 30 (三)  

      31 (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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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 HK403,260 2012 +US$111.90 HK 87,282 2020      +US$534 HK416,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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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三)Wed 19:00 ☆☆ US 美國 MBA Mortgage  MBA 抵押貸款 -2.0% -2.2% 

9/9 (三)Wed 22:00 ☆☆ US 美國 JOLTS 職位空缺 5,889K 6,000K 

即市新聞摘要                
為應對美國打擊中國半導體行業，中國晶片廠商據報力減對美國半導體設備的依賴。消息指出，中芯目標相當進

取，計劃今年底前在完全不使用美國設備下，試產 40 納米製程晶片，並擬 3 年內生產更先進的 28 納米製程晶

片。據聞中芯向美國大型設備商應用材料（Applied Materials）大量採購，囤積可供應數年的存貨。40納米製程晶

片未能用於手機、手提電腦或伺服器處理器，多數為電視、監控攝錄機鏡頭、圖像傳感器採用。另一方面，台積

電與三星同時宣布 5納米晶片已研發成功，今年開始量產，正朝向 3納晶片預期 2022年量產。 

 

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出席東亞峰會外長會時說，美國出於自身政治需要，直接介入本地區的領土和海洋爭端，

不斷炫耀武力，強化軍事部署，正在成為南海軍事化的最大推手。美國干擾中國和東盟國家協商解決爭議的努

力，挑動地區國家對立對抗，正在成為損害南海和平的最危險因素。 

 

英國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反彈，政府收緊英格蘭地區的防疫限制措施，聚會人數上限減至 6 人，下周一起生效，

違者會被罰款，工作場所、學校等地方獲豁免。 

 

製藥公司阿斯利康和英國牛津大學共同研發的新冠病毒疫苗的終期臨牀試驗已經暫停，因為一名參與者出現不良

反應。阿斯利康稱，因為出現了無法解釋的病症，因此試驗進入例行暫停狀態。 

 

美國總統特朗普促成以色列和阿聯酋達成關係正常化協議，獲挪威一名國會議員提名，角逐明年的諾貝爾和平

獎，特朗普在 twitter連發多篇帖文，慶祝自己獲提名並且致謝。 

 

中國外長王毅重申，香港事務是中國內政，不干涉內政是國際關係基本準則，也是聯合國憲章的重要規定，各國

都有義務遵守。針對美國等個別國家在第十屆東亞峰會外長會議上就涉港問題說三道四，王毅指出，東亞峰會是

領導人引領的戰略論壇，從來不是介入別國內政的場所，更不應成為攻擊他國政治制度的舞台。 

 

上海美國商會調查結果顯示，有 26.9%的受訪美國在華企業認為，目前美中貿易緊張局勢將「無限期延續」，較

去年的 16.9%增加 10個百分點；認為緊張局勢「將持續 3至 5年」的企業比例也從去年的 12.7%上升至 22.5%。 

 

加拿大央行重申了在未來幾年把利率維持在歷史低點的承諾，但採取更大力度行動的意願有所下降，表示可能調

整債券購買計畫。加拿大央行宣布，決定維持基準利率在 0.25%不變，並將一直維持在這個水平，直到經濟閑置

產能得到消化以「持續實現」2%的通膨目標。 

 

美國公布 ADP就業報告為 428K，上期為 212K。市場預期為 1000K。 

 

捷克議長訪台後，中國取消了對捷克名廠鋼琴 Petrof 的 11 台訂單價值 539 萬克朗(183 萬港元)，當地富豪

Komarek接貨全數買下捐給該國學校。 

 
 

 
恒指 ：  24,566.33   +94.44                   上證綜指：3,279.23   +23.16                  道指 ：27,940.47    +439.58 

Hang Seng Index (10:00am)                    Shanghai Composite (10:00am)               Dow Jones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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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water Nuclear Base  水底核武基地 

    
海南島亞龍灣核潛艇基地──近日網上流行照片，將海南島之水底核潛艇基地曝光，可以見到 093 型

核潛艇在拖船協助下進入水底防空洞。這洞可抵禦強力導彈襲擊，即使陸上核武基地被毀，仍可以在

水底以潛艇發核彈；有分析說這是故意曝光以展示除西方國家外，中國也有這類設施。 

Nuclear Submarine Base in Hainan Island ----- Chinese submarine 093 type entering the underwater cave with 

the help of tow boats are exposed recently to show that they also have such facilities besides western countries. 

When all land base nuclear missiles are destroyed, they still can shoot out by submarine from these underwater 

strongholds. 

 

 

 

 

 

 

 

 

 

 

 

 

 

 

      International Finance Center----Tokyo        (14)   Capital  Freeway 

 

For the sake of 1964 Olympic Games, Tokyo had a project of building 24 freeways to link up with nearby places in a radiant shape. 

Thus enlarged the actual unity of Capital Circle, making it become the largest GDP of Bay Area in the world even overwhelmed 

New York Bay Area. The 1964 Olympics is surely another landmark beyond the Meiji Reformation.  They are short distance 

freeways, roughly at the length of 20 to 60 km, but made people living far away can also go Tokyo to work daily. Time makes the 

man ! (時勢造英雄) Japan is so mountainous they could not develop 10-lane freeway as that in America. Between Tokyo and 

Osaka, they only have a narrow lane to develop the two track Bullet Train, and for the airport, only can use hanging Monorail. 

 

Thus daytime population in Tokyo is 15,576K, night time 13,159K. There is a difference of 241K. In Chiyoda (千代田), which is 

the Wall Street of Tokyo, the daytime population is 10 times of the evening. Thus the transportation of Tokyo is the heaviest among 

major financial centers of the world, for not only normally people moving inside the metropolitan, but also have to transport from 

other nearby cities to Tokyo daily. Thus a lot of people have to get up very early in the morning and when going back to have 

dinner, it’s time for sleeping. 

 

The Defense Ministers of China and India met in Moscow, but both sides said the responsibility is completely on the other side. 

When no compromise is made, that means next time will be another clash. Indian people and army are in higher spirit than China 

in such a case. China had already 10 drills in the South Sea or East Sea in August, this is their focus. All these places really having 

a chance of a war. Focus is now on the Unrestricted War and on semiconductor chips. Trump aims at intellectual property, while 

voters aim at the result would cause loss of jobs when they are stolen and not bought. That’s why the 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the largest manufacturer of chips in the world  has to build a factory in Arizona, so as not to be affected by others. 

World economy is having a rebound, but vaccine development of Oxford is facing some setback. No need to be hurry, safety first ! 

The USD Index has formed the pattern of "Spade”, that is slanting down and formed a rectangular and now reached the top and 

started a small downward wave. This wave may last for 8-10 days and can push up the gold. Euro is going up a little faster. The 

middle line is at 1948, when the closing price is above this looking good, but must be closing price, for it would not change as the 

intraday price. And should be 8-10 dollars above it in order to confirm. Support is at 1904-1887. 
 
        Daily Resistance 是日阻力位：1947 – 1957         Daily Support 是日支持位：1878 – 18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