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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在望       國際金融中心 ----東京                (17)   禮儀之邦 

       日本不少文化源自英國，但很多時候比英國更英式，尤其是在禮儀方面。日本人重視禮儀及良好秩序，在東京的

百貨公司，經常見到顧客和店員相互躹躬，即使小商店也如是。日本旅行團出外旅遊，經常自動排隊。東京的班馬

線在大都會中比例最多，很細小的橫街窄巷也有班馬線，而行人在綠燈未亮之前是不會過路的。如今在大型十字路

口，除了直線過路外，還有交叉式過路，就是交通燈會截停 4方汽車讓行人交叉式過路；此乃大都會之城市魅力。 
 

       日本首相就職，需要穿上傳統的英式燕尾大禮服去謹見天皇，接受任命詔書作為就職儀式，此乃明顯仿校英國。

但英國首相如今只穿西裝(他們叫便服)去謹見英女皇接受詔書。以前港督就職需要在愛丁堡廣場穿上督爺官服並載雞

尾帽接受儀仗隊敬禮，末代港督彭定康則只穿便服(西裝)就職，目的是展示親民作風。日本首相到靖國神社參拜，包

括中曾根康弘、小泉純一郎及安倍晉三等，必定要穿燕尾大禮服，反而宮司(即大祭司)則傳統和服引路。天皇參拜之

時，是穿德國式軍裝，配英國式西洋劍代替武士刀及和服，這是天皇的標準服裝，當然也有宮司穿和服引路。 
 

       1945年 9月 2日，盟軍在東京灣墨蘇里戰鬥艦接受日本正式投降。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政府簽字，除穿英式燕尾

大禮服外更戴英國紳士高帽，簽字時按例脫帽致敬。也配有紳士拐仗，因為他要靠義肢走路。參謀長梅津美治郎代

表軍方簽字投降，是穿上軍禮服，即胸前有很多勳章及彩帶的禮服。之後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則穿 5 星上將戎裝

(即作戰服，服式與大頭兵相同只多了 5 顆星星)發言後代表盟國簽署，當然不用脫帽。此後各國代表簽署，美國是另

一位 5星上將尼米茲代表，也穿戎裝簽署。詳情請溜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xEVmoDGDsg。如今美國

有 10 艘核動力母均為尼米茲級別。可見日本人即使戰敗投降之時，也十分注禮儀。英國的燕尾大禮服、現時只有在

交響樂團演奏才用得著，其他場合都已絕種。不過英國人救火也要講禮儀，消防員必需在局內穿上全副武裝始可打

開大門出車，不可像香港邊走邊穿衣服，這會有失斯文！英國人救火也講禮儀，日本人投降也講禮儀，最佳拍檔。 
(……待續)  

        很多人只知拜登有老人痴呆症，未發覺他有其他症狀因而使病情惡化，間接成為殺人兇手。據知情人士透露，他的老人痴呆

症病情很輕微，所以有支持者認為只是新聞報導員的食螺絲事件。他患的是醫院恐懼症。以前最著名的病人是已故總統尼克

遜。周邊的人見到他不肯去看醫生，就自認是隱士去教訓他連自己身體也不著理會，就無人理會。又或說這麼大個人連這簡單

道理都不會。這只會使病情惡化，不問原因只管教訓，就是落井下石。因為若見到尼克遜他們就不敢這樣講，其實這要靠西洋

催眠術、心理治療師及音樂治療師整隊人去處理方可。此外美國駐華大使離任，乃因為淨網行動風波，因為美國禁制中國社交

媒體，中國人民強烈反響說違反民主，他發文指中國禁制外國軟件多時，現只是要平衡，但被拒。中國中了美國孤立圈套，美

國多方制裁中方若不反擊就是軟弱，若反擊就正中下懷更呈孤立。金價因中美關係緊張升上來，若能升破 1966 則阻止了續 4 次

一浪低一次跌勢。日本雲層也發揮了支持力。會沿厚厚雲層而向上走。是日上望 9 月 1 日之高位 1992。支持位在 1946 及 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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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ly Trading :                                                            Profit At  獲利           Stop Loss 止蝕         

每日一單：                                 1962.00                       1977.00                 1957.00 
                         

Hedging: (Buy & sell simultaneously)  1962.00                       1977.00                 1957.00 

對  沖 單：(同時買入及沽出)                   1961.50                       1946.50                 196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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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２４ 

 

Previous Day上日利潤  －５ 

Accumulated Annual Profit   

本年累積利潤     ＋５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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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essence of Daily Trading must base upon profit $15 to stop loss of $5, some take profit at going for $2 or $3, but keep on stop loss of $5. Thus is doomed 

to fail, but misled of following a strategy of doom to win. Ratio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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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xEVmoDGDsg


 

第 2頁                 БУЛЬЛИОН ЭКСПРЕСС               2020年 9月 15日(星期二 ) 

                    本刊自 2015 開始被翻譯成俄羅斯文在歐洲同步發行    This bulletin is being translated into Russian since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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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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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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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HK407,160 2012 +US$111.90 HK 87,282 2020      +US$524 HK408,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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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二)Tu 17:00 ☆☆ EU 歐盟 ZEW ZEW 調查 +64.0 +68.0 

15/9 (二)Tu 20:30 ☆☆☆ US 美國 New York Ma’fg Index 紐約製造業 +3.7 +4.4 

15/9 (二)Tu 20:30 ☆☆☆ US 美國 Import Price 進口物價 +0.7% +0.5% 

15/9 (二)Tu 21:15 ☆☆☆ US 美國 Industrial Production 工業生產 +3.0% +1.70% 

15/9 (二)Tu 21:15 ☆☆☆ US 美國 Production Capacity 產能利用率 70.8% 7.17% 

即市新聞摘要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與歐洲領袖舉行視像會議，期間討論到雙邊投資等議題。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說，

歐洲投資者在主要領域，例如數碼技術等，面對很多障礙。她說在市場准入方面，要將不對稱的問題重新平衡，

又說中方需要說服歐方，雙方達成投資協定，是一件值得的事情。 習近平強調，中歐互為重要貿易及投資夥伴，

雙方應加強宏觀政策協調，釋放更多合作機遇。他說中歐最新正式簽署《中歐地理標誌協定》，雙方要本著積極

務實態度，加快中歐投資協定談判，實現在今年內，完成談判的目標，協助疫情後世界經濟復蘇。 

 

美國國務院對打算前往中國內地或香港的國民，發出的旅遊建議，從「不要前往」，更新為「重新考慮是否前

往」。 國務院認為出現「已改善的情況」，又指出「重新考慮是否前往」，是第 3 級別的建議，代表有根據法例

任意執法的情況；而「不要前往」是最高的第 4級別建議。 

 

美國駐華大使布蘭斯塔德突然離任，國務卿蓬佩奧在社交網站說，感謝對方過去超過 3 年，擔任駐華大使作出的

貢獻。被中國官方傳媒稱為「中國老朋友」的布蘭斯塔德，日前撰寫署名文章，投稿予《人民日報》被拒，引發

外交風波，跟他離任的時間有點巧合。 

 

美國科網企業甲骨文證實，公司已經與短片程式 TikTok 的中國母公司字節跳動達成協議，成為 TikTok 的「可信

技術供應商」，不過，有關協議仍需要得到美國政府批准。美國財長努欽說，總統特朗普政府已收到甲骨文的計

劃書，涉及將 TikTok變成一家總部設在美國的公司，創造 2萬個職位，交易案要通國家安全審查。努欽說對甲骨

文充滿信心，政府技術團隊將與甲骨文的團隊一同審查，以保障美國手機數據的安全。 

 

東京時間 9月 14日下午，菅義偉當選日本執政黨自民黨新一任總裁，由此幾乎可以確定他將接替安倍晉三出任新

一任日本首相。菅義偉在勝選後表示，他希望繼續延續安倍的政策，在推進結構性改革的同時消滅官僚制度中的

各種障礙。 

 

美國芯片公司英偉達（Nvidia，輝達）以 400 億美元的價格收購設於英國的芯片設計公司安謀控股（ARM 

Holdings）。位於英國劍橋的 ARM 公司，2016 年被日本電訊業巨頭軟銀（Softbank）以 320 億美元收購，如今再

次轉手。安謀控股是成立於 1990 年的芯片設計公司，本身不生產電腦處理器，而更多是將其半導體技術使用許可

出借給其他公司。英偉達承諾讓安謀繼續留在英國，增加就業，並且保留 ARM的品牌。 

 

騰訊控股已選擇新加坡作為其進軍亞洲的灘頭堡，與其競爭對手阿里巴巴集團和字節跳動一樣，在美國和印度遇

挫之後爭相在離大本營更近的地方擴大存在。亞洲開發銀行指出，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亞洲發展中經濟體將出

現自 1960 年代初以來首次萎縮，即使增長恢復，明年的經濟產值水平仍將低於疫情大流行前的預測。這家總部位

於馬尼拉的銀行週二在一份報告中稱，該地區 2020 年 GDP 將萎縮 0.7％，低於 6 月份預測的增長 0.1％。亞行首

席經濟學家澤田康幸在直播的簡報會中表示，今年經濟的萎縮是自 1962年以來的第一次。 

 
恒指 ：  24,754.08    +111.50                 上證綜指：3,279.10    +0.19                 道指 ：27,993.33    +327.69 

Hang Seng Index (10:00am)                    Shanghai Composite (10:00am)               Dow Jones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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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NI News Fleet and Marine Tracker:           美國航母行踪 
               September 14, 2020     11:08 AM EDT                                                  美東夏令時間 2020/09/14   11:0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xEVmoDGDsg 

        International Finance Center----Tokyo                (17)   Etiquette 

 

Japanese are very serious in etiquette and always bow to each other, this occurs in department stores of Tokyo and even small 

shops are the same. Their zebra crossings exist everywhere even in small streets and lanes. For tourist groups they always line 

up automatically. This is also a famous attraction of Tokyo, which pays respect to everyone. 

 

The inauguration ceremony of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is learnt from the UK, that he must put on a tailcoat (燕尾大禮服). He 

has to report to the Emperor and receive and Edict (詔書) in order to be a legal staff of the country as the UK Prime Minister 

receive from the Queen. When paying worship to the Yasukuni Shrine (靖國神社),  the Prime Minister is also in tailcoat while 

the High Priest is in Kimono (和服) (traditional Japanese dress). During the Surrender Ceremony of World War II in Tokyo 

Bay, the representative of Japanese government was in tailcoat, high hat and stick, while representative for Army was in Full 

Military Dress (軍禮服), that is with a lot of badges and ribbons, while the 5-star General McArthur the representative for 

Allies was just in battle dress (戎裝),  a dress code for daily operation rather than ceremony. Another 5-star General Nimitz, 

representative for US was also in battle dress onl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xEVmoDGDsg 

 

The most important sickness of Joe Biden is not Dementia, but Nosocomephobia (醫院恐懼症), that is fear of hospital. 

President Nixon was once infected by this. It is no use to blame the patient of not attending doctor, it only would make it 

worsen. It must be cured by a team of specialists including hypnosis, psychologist and music therapist.  The US Ambassador in 
China resigned, due the to Clean Network Plan. US banned Chinese social media and aroused the discontentment of Chinese 

people, he wrote an essay to calm the scene saying China had banned US software for so long a time and now just having a 

balance, but rejected by “The People’s Daily”. Facing the sanction of US, when China does not response, it seems too weak, 
but for any repatriation, it helps the US to isolate China. Gold price goes higher on the tension of Sino-US reliation, when the 

price is above 1966, it means it has broken the serious of lower waves for 4 times, the Ichimoku is having strong support now 

and expected gold will go up to 1992, the support is at 1946 and 1906. 
 

        Daily Resistance 是日阻力位：1992 – 2002         Daily Support 是日支持位：1946 – 1936 

          第 8 屆 勇氣之盾 海空軍演 

 

日期：2020 年 9 月 14 日至 25 日  

地點：關島 

艦隻：列根號重型航母                母港橫須賀 

   美利堅號兩棲攻擊艦        母港佐世堡 

            紐奧良號兩棲攻擊艦          母港佐世堡 

           日耳曼城號艦塢登陸艦      母港佐世堡 

 

共 100架戰機及 11,000 人員參予軍演，2006年

為首屆，此後每兩年一次，今年是第 8屆。 

 
 

The Eighth "Valiant Shield" Naval & Aerial Exercise.          Date : 14th-25th September, 2020                 Place : Guam 

Participants:   USS Ronald Regan      Heavy Carrier                                  Homeport Yokosuka 

                       USS America               Amphibious Assault                        Homeport Sasebo 

                       USS New Orleans        Amphibious Transport Dock           Homeport Sasebo  

                       USS Germantown        Amphibious Landing Dock             Homeport Sasebo  

Altogether 100 planes and 11,000 persons join this biannual exercise started in 2006, this year is the eighth.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xEVmoDGDs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xEVmoDGD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