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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在望       國際金融中心 ----東京                (15)   外藉人口 
        

        在國際大都會當中，東京的人口最單純，最少外藉人士。因為她不是主要的移民國家，無論定居或難民都甚少以

日本為目標，他們民族性頗強但卻沒有閉關鎖國；他們有自主性卻不是自閉症。他們吸納精英的人才比例越來越

高，因為是精英，禮遇甚佳，也十分替外藉人士著想。在紐約及倫敦，市中心所見幾乎有 40%是有色人種。但在東

京見到的黃種人，也可以來自亞洲隣近國家，不易分別。他們精英人士越來越多，表示這個城市的魅力越來越大。 
 

       因為家庭計劃普及，近年全國人口是負增長的，但東京都的人口仍是在不斷在正增長。東京人口過度澎漲，首相

安倍晉三為鼓厲人家遷走，願提供搬遷費，若遷離首都圈的 23 個指定地區往其他城市的中小企業工作，可得 100 萬

日圓補貼。如果搬出後再創業，則可獲得 300 萬日圓補貼以冀各地均衡發展。但不會強行遷拆，純屬自願性質。政

府已準備了 80億日圓，但反應有限，既然住東京住得那麼好，怎捨得搬走？正如很多港人也說：好很鐘意香港！ 
 

   東京的外藉人口，已出現了突破，就是破了 2%。1950 年代，大陸人民蜂湧至香港，總人口由數十萬激增至 200

萬，當年本港比例是 98%華人，外藉人是 2%；東京終於追上了 1950 年代的香港。及後香港逐國際化，也有不少外

藉家庭傭工及南亞人士來做基層工作。如今華人只 90%，外藉人士佔 10%。1965年新加坡立國時，華人是佔 75%。 
 

       這次新冠病的救市方案，日本派錢真的是見者有份，連外藉人士也有，他們不會漏下任何人，只要有合法居住證

就有，因為外藉人士大多數是高科技人士。以前香港的派錢方案都只派給本地永久居民，新移民居住未滿 7 年及外

來學生欠奉。這次除永久居民，也派給新移民，但外藉人士無緣。日本派錢是每人 10 萬日圓(7,686 港元)、美國派錢

是 1,200 美元(9,360 港元)、香港派 10,000 港元擊敗了這些強大的經濟體系。雖然只是一個小城市，但派錢比他們整

個國家更多！！！！！！頗真是遍地黃金？？？？怪不得香港的一舉一動都受舉世關注，因為太多投資押注香港。 
 (……待續)  

         超限戰已全面展開，BBC 與路透社均以頭條新聞報導，美國大選受到來自中國、俄羅斯及伊朗之黑客攻擊。但大部份都不成

功，意味仍有小部份成功入侵。中印在俄羅斯外長會議雖然氣氛良好，但前線仍緊張。印度方面有多名外國戰地記者隨軍採訪，資訊

較多，要知詳情可參看印度報章及其分析。拜登又的老人痴呆症又發作，造勢大會答問題時要靠電子提詞器，由助手通水，有時連不

必要字眼如"暫停"也照讀出來。貿易談判檢討會沒有下文，如不達標也不加關稅，下半年如何採購也不理會，美方對這個 1,440,431,297

人口的市場已滿不在乎。收購抖音決定不延期，死線在本月 15 號，淨網行動繼續嚴格執行。還要看其他制裁行動是嚴格抑放寬？是否

陸續有來？中國產業鍊繼續轉移至東南亞各地，回祖家美、日的有限。昨天金價升至 1967 時出現了抗升搥，如今跌回保力加中線 1947

邊緣上上落落，前兩周卻在 1927 的三角形頸線徘徊，基本上這個上落市移高了一級。美股踏入調整期拖低美元，所以金價仍有上升空

間。金價目前已開始進入日本雲區，下面支持力較大。上面仍是一浪低一浪，必需要突破 2015 才全面向好，初步目標看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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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ly Trading :                                                            Profit At  獲利           Stop Loss 止蝕         

每日一單：                                 1945.00                       1930.00                 1950.00 
                         

Hedging: (Buy & sell simultaneously)  1945.50                       1960.50                 1940.50 

對  沖 單：(同時買入及沽出)                   1945.00                       1930.00                 1950.00 

 
                         

 

 
                         

                         

 
 (Buying & Selling at same time)          

 

SELL at sight現水位沽貨

o1WLBUC  

 

Previous Day上日利潤  ＋１０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５４４ 

 

Previous Day上日利潤  ＋１５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５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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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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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HK414,960 2012 +US$111.90 HK 87,282 2020      +US$544 HK424,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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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五)Fri 20:30 ☆☆☆ US 美國 Consumer Price Index 消費者物價指數 +0.6% +0.3% 

11/9 (五)Fri 26:00 ☆☆☆ US 美國 Treasury Budget 財政預算 -63.0B -50.2B 

即市新聞摘要                
美國微軟公司表示，與中國、俄羅斯及伊朗有聯繫的黑客，正試圖干預 11 月的美國總統大選，攻擊對象包括總統特朗普及民主黨候選人拜

登的陣營，大部分攻擊都不成功。被指企圖干預大選的俄羅斯黑客，據悉隸屬俄羅斯軍事情報部門的網絡攻擊部隊 Strontium 。微軟副總裁

伯特說，與他們在 2016 年觀察到的情況類似，這個組織正開展活動，收集帳戶資料，以進行情報蒐集工作。至於中國黑客，Zirconium(鋯

石)涉嫌針對拜登競選活動相關人員的個人電郵帳戶，以及最少一名與特朗普政府有關的知名人士發動攻擊，伊朗黑客就繼續針對特朗普陣

營。但伊朗行動並不成功。 

 

據《印度時報》報導，中印雙方士兵在班公錯湖對峙，距離最近之時只有 200米；但雙方均沒有越界。中方有 40人配備木棍，漁叉、關刀

及斧頭。而《今日印度》則指先前印方已佔領 3 個制高點。印方高層官員表示，印度已加強前線陣地，應對中國在拉達克（Ladakh）東部

高海拔地區新一輪增兵及威脅，並警告中國一旦再越紅線，必定會招致報復，又指如果中國想發動戰爭，將要付出沉重代價。 

 

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莫斯科出席上合組織外長會議期間，與印度外長蘇傑生會談，談及邊境緊張局勢。王毅闡述中方嚴正立場，強調當

務之急是立即停止開槍挑釁等違反承諾的危險行為，撤回所有越線人員與裝備，盡快脫離接觸，推動局勢緩和降溫，中方支持雙方邊防部

隊加強對話，解決具體問題，亦願意透過外交和軍事渠道，與印方保持溝通，共同致力恢復邊境地區和平安寧。蘇傑生說，不希望見到緊

張局勢升級，印度的對華政策無變，相信中方亦無變，印方始終認為，印中雙邊關係發展，不必然以邊界問題解決為前提，亦不希望走過

去的回頭路，印方願與中方透過對話談判，緩解邊境緊張局勢，恢復並維護邊境地區和平安寧。 

 

加拿大菲沙研究所公布《世界經濟自由度 2020 年度報告》再次將香港評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港府對此表示歡迎。報告自 1996 年發表

以來，香港一直名列全球第一。不過，菲沙研究所指出，中國政府於 2019 年及 2020 年的干預，包括「暴力鎮壓香港民主示威」，嚴重削

弱香港法治和加劇人們對產權（property rights）的不安全感，而用於評估的數據有兩年滯後，因此估計未來香港法治評分將會下降。 

 

聯合國表示，世界衞生組織需要額外 350 億美元，支持研發新型冠狀病毒的潛在疫苗、藥物及診斷方法，其中未來 3 個月需要 150 億美

元，形容有迫切性，否則會錯失機會。另一方面，世衞總幹事譚德塞認為，對抗新型冠狀病毒需要全球團結和領導力，疫情現時仍然擴散

與列強就疫情應對出現紛歧有關。 

 

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中國字節跳動出售旗下影片應用程式 TikTok，在美國資產的最後期限，將不會延長，基於安全理由，TikTok 只有兩

個選擇，一是關閉，二是出售美國業務。特朗普早前定出字節跳動要在今個月 15 日前，出售 TikTok 在美國的業務，字節跳動一直尋求買

家，但由於中國政府收緊技術出口管制，令談判變得複雜。 

 

歐盟要求英國月底前撤回內部市場法案，否則採取法律行動。歐盟委員會副主席塞夫科維奇表示，提交法案將嚴重損害歐盟與英國的信

任，必須由英國重建。他在倫敦與英國內閣辦公室大臣高文浩會晤後表示，英國通過法案是嚴重違反脫歐協議及國際法。較早前，英國公

布內部市場法案，規管經貿安排，包括選擇性地執行北愛爾蘭和英國其他地區間的海關檢查，英國承認單方面改動與歐盟達成的脫歐協

議，但強調將國際條約內義務透過本地立法落實，是基本的英國國會主權。 

 

歐洲央行一如預期維持貨幣政策不變，行長拉加德於記者會上表示，近期數據顯示經濟活動一如預期強勁反彈，又稱會觀望歐元走向，沒

有暗示有迫切需要調整幣策，有別於約兩年前面對歐元升值時的警惕態度。在歐洲央行決定維持 1.35 萬億歐元（1.6 萬億美元）的疫情應

對購債計畫和-0.5%的存款利率不變後，拉加德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歐洲央行將「謹慎評估包括匯率變化在內的信息對中期通膨前景的影

響。」加拿大皇家銀行經濟學家預計，英國央行將在明年 2月才實施負利率，而不是此前預測的今年。 

 

美國勞工部 10日公布，截至 9月 5日止的一周，首次請領失業救濟金的人數維持在 88.4萬人不變，與之前一周相同。由於勞工部本月初已

經調整計算方式，加入季節調整，目前的數據只能與前一周直接比較。截至 8 月 29 日止的當周，連續申領失業救濟金的人數增加 9.3 萬

人，增至 1,340萬人。 

 

 
 

 

恒指 ：  24,424.38   +104.36                上證綜指：3,234.50    -19.82                  道指 ：27,534.58    -405.89 

Hang Seng Index (10:00am)                    Shanghai Composite (10:00am)               Dow Jones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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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Deploys latest HQ-9 Missile   中國部署防空飛彈 

 
    

 

 

 

 

 

 

 

 

 

 

 

 

 

 

      International Finance Center----Tokyo        (15)   Foreign Population 

 

Because of successful family planning,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Japan is in negative increase recently, but Tokyo is still in positive and 

even at the level of over-populated.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had to encourage people to move out of Tokyo, and can have an 

allowance of ¥1,000,000. After moving out to nearby cities, if they continue to start their new business, the allowance can be up to 

¥3,000,000, hoping to make the develop in a balance manner. But few people response to this plan, for the attraction of Tokyo is too 

great indeed. A lot of foreigners moved in, they are all of high technology people, even though Japan is not a hot country for 

immigrants, the total number of foreigner has just broke a record of 2%. Foreigners are well treated in Japan. 

 

In the 1950s, the percentage of foreigners in HK was also 2%, but now increased to 10%. In 1965 when Singapore was established 

the foreigners were of 25% while all others were Chinese ethic.  In the bailout of Coronavirus, everyone in Japan can directly get 

money from the government including foreign people, but in HK only for permanent citizens, foreign workers and student cannot 

have the money. In Japan they can get ¥100,000 (HK$7,686), America is US$1,200 (HK$9,360), but in HK everyone can get 

HK$10,000. Why HK can overwhelm these two great economic giants ? HK is just a small city. Hong Kong is so important for a lot 

of foreigner investments are here. That’s why every single action can be the focus of the world. 

 

Hackers are found by Microsoft from China, Moscow and Iran to interfere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of 2020. This means 

Unrestricted Warfare exists everywhere. For Moscow meeting of Foreign Ministers of China and India, the air was quite nice, but in 

front line the opposite. There are a lot of famous war correspondence in India, so if anyone want to know more should refer to Indian 

or foreign newspapers. Biden is found again infected with dementia, for he needs to be reminded by his assistance by teleprompter 

when answering questions. The Sino-US trade talk review is suspended, if China cannot reach the requirement, just levy tariff. Now 

no one cares about the purchasing of the second half of this year. That means US has already given up the market of 1,440,431,297 

people. Gold price reach 1967 last night and shown an anti-rising hammer. The middle line of Bollinger Bands is at 1947, must keep 

above this in order to rise, the second target is 1992 and third 2015, or else it will be one top lower than the other. Anyway, last two 

weeks it was moving at the neckline of 1927 and now ranging has been moved up but quit slow. 
 

        Daily Resistance 是日阻力位：1917 – 1927         Daily Support 是日支持位：1867 – 1877 

ESRI衛星圖象顯示，中

國在印度邊界洞朗部防

空飛彈紅旗 9 號。 

 

上四方形圖為靠近錫金, 

即 2020 年衝突處。 

 

上四形方圖為靠近洞朗,

即 2017 年衝突處。 

圓形圖乃放大圖。 

 

此乃回應印度部署俄制

S400 防空飛彈。 

China deploys latest HQ-9 missile on Indian border in response to India just deployed the Russian S-400 Missile 

Upper square box is the missile near Sikkim, the clash of 2020 

Lower square box is the missile near Doka, the clash of 2017. The circle is the enlargement. 

https://eurasiantimes.com/china-has-deployed-hq-9-missiles-near-sikkim-to-counter-indian-su-30-mkis-mig-21-bis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