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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在望       國際金融中心 ----東京                (18)   參 議 院 
        

       參議院的"參"字到底應作何解釋？知道的人不算太多。且聽老夫細說分明：兩院制國會始於羅馬，為元老院與眾

議院。莎士比亞名著《凱撒大帝》就描述元老院如何行弑大帝，但什麼時候由元老院變為參議院呢？英國的兩院制

國會分為上議院及下議院，上議院又名貴族院，下議院又名眾議院，實權掌握在眾議院。日本國仿校英式制度，上

議院內仍保留貴族院的牌扁。但作用是審核下議院的議案，參即是參詳檢查、思量之意。參亦屬要受尊敬參拜之上

議院。在東京灣墨蘇里號上簽署降書的代表是參謀長梅津美治郎，參謀長即審批軍方一切計劃及行動，他不是文官

而軍官，是軍方最高代表，所以穿全套軍禮服簽字。日語漢字的寫法是───参議院(さんぎいん),
 
其實是中文吸納

日文作外來語而成"參"議院。英國與日本首相都產生自眾議院，但美國總統是獨立選出來，而參議院審核權較大。 
 

  雖然東京有很多旅遊熱點更是紅不讓，但國會始終仍屬打卡熱點之一。它沒有英國國會在泰晤士河畔那麼搶

眼，也沒有華府在小山崗上之國會那麼宏偉。只是在平地上，也被旁邊碩大的皇宮搶去鏡頭，前面也有大馬路可作

小廣場集會，但只有 200米長及 6 線行車；連台北總統府 600 米長及 10線行車的凱達格蘭大道也將它比下來了，但

它也是日本人統治台灣時建的。這叫後發經濟，即遲發展可以捨短取長而有更佳表現。日本國會也有值得參考之

處，因為它有另一形式的活化。原來矮細的國會大廈保留了，但不夠應用之時，就在後面隔街馬路處再增建蔟新的

多層大廈，使古蹟原貌絲毫無損。國會大樓是參照華府，將參議院放在北方，因為北乃地圖之上方示意崇高，眾議

院在南方。但華府國會是向西，參議院在民眾的左面；日本國會是向東，參議院變了在右面。 
 

  美英國會當然很多國際遊客，日本最多本地學生集體參觀，外來遊人肯定不及英美。不過它是日本少數免費參

議的景點也，也是少數有英文解說之地。但看它的軟件比硬件更重要，它的制度是揉合美、英兩國優點而成形的。 
(……待續)  

        以色列與阿聯酋及巴林化解了千年恩怨，在白宮簽署和約，外媒都以頭條報導。預料還有中東國家與以色列和談，下一個可

能是沙地。特朗普亦化解塞爾維亞及科索沃恩怨，並促成經濟和談。是否能得諾貝爾平獎不太重要，這是結束中東亂局一個重

要轉捩點。可惜市場焦點不在這裡，而在美國大選之中，共和及民主兩黨的對華政策，何者夠強硬至符合選民的要求就可勝

出，疫苗短期面世，最多也是一個兩月內，重要性已漸降；但仇華情緒及要求與中國脫鉤成為焦點。雖然中方一直動用大外宣

及鍵盤戰士，甚麼五毛八毛都無法扭轉美國人民情緒。看來要維持頗長時期始有變；誰可當選頗為重要？昨晚金價在保力加通

道頂出現抗升槌，於 1972回軟了，但移動中位一直逐步移高。前兩周貼著 1927炒，上周貼 1948 炒，如今貼者 1966 炒作，下一

步應該是以 1992 為中位數去進行上落市。如今進入了日本雲層，十分之厚，可以有強大承接力。美匯這個小浪只跌了 6 天，可

能還再跌數天始完成。因此金價此升上 1992 的機會頗大，但美匯已進入泥鏟形，所以上升速度較慢。留意三角形在變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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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ly Trading :                                                            Profit At  獲利           Stop Loss 止蝕         

每日一單：                                 1955.00                       1970.00                 1950.00 
                         

Hedging: (Buy & sell simultaneously)  1955.00                       1970.00                 1950.00 

對  沖 單：(同時買入及沽出)                   1954.50                       1939.50                 195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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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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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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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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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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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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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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 HK403,260 2012 +US$111.90 HK 87,282 2020      +US$514 HK40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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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頁                 БУЛЬЛИОН ЭКСПРЕСС               2020年 9月 16日(星期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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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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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三)We 17:00 ☆☆ EU 歐盟 Trade Balance          貿易平衡 +21.2B +20.5B 

16/9 (三)We 22:00 ☆☆☆ US 美國 Enterprise Inventory 企業庫存 -1.1% -2.2% 

16/9 (三)We 22:00 ☆☆☆ US 美國 NAHB NAHB 房屋指數 78 79 

16/9 (三)We 22:00 ☆☆☆ US 美國 EIA oil report EIA石油報告 +2013B +5230B 

16/9 (三)We 26:00 ☆☆☆☆☆ US 美國 Rate Decision 利率決議 0.00 0.00 

即市新聞摘要                
9 月 15 日的大限已至，美國特朗普政府手起刀落，切斷了華為從商業渠道獲得芯片的能力。對這家中國科技巨頭而言，這天

無疑是個黑暗的日子。華為旗下的產品，從手機、5G 基站，再到服務器，甚至各種物聯網設備，無不仰賴芯片。對於一家硬

件為主的科技企業而言，沒有芯片就沒有產品，沒有產品，企業也不復存在。值得一提的是，華為成立 30 多年，在今年二季

度，智能手機出貨量超過三星，首次登頂全球銷量最高的寶座。然而，緊接著三季度就面臨全面「斷芯」。寶座還未暖熱，

可能首次就要被迫讓位。 

 

世界貿易組織認為，美國政府對中國加徵關稅屬於違法。外電報道，化解貿易爭端的專家組認為，特朗普政府向中國徵收的

關稅，並不符合世界貿易組織規則，要求美國的措施必須與履行世貿義務相一致。財長姆奴欽認為已提供足夠證據是中國盜

用美國知識產權才導至加徵關稅。至於上訴一事他們存疑，因為美國早就不同意終審法官的任命。特朗普說必定會有回應。

中國則稱歡迎世貿裁決。 

 

以色列與阿聯酋及巴林，簽署關係正常化的歷史性協議，儀式在美國白宮舉行。 促成協議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出席儀式。他說

經過數十年的分裂及衝突之後，歷史進程終於出現轉變，形容協議是「新中東的黎明」。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說歡迎協

議，形容是歷史轉捩點的一天，預示和平的曙光。 自以色列在 1948年立國以來，阿聯酋及巴林只是承認以色列的第 3及第 4

個阿拉伯地區國家。 

 

亞洲開發銀行（ADB）發表最新報告預期，今年亞洲發展中經濟體將出現近六十年來首次經濟萎縮，即使區內正逐步擺脫疫

情衝擊，預計明年恢復增長，但仍低過疫前的預測，大多數地區不能完全彌補今年損失，意味只出現「L 形」局部而非全面

復甦。該行研究有納入「亞洲四小龍」等先進地區，並維持香港經濟今年收縮 6.5%的預測，幅度大過新加坡的 6.2%跌幅，

為「四小龍」中最差。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早上召開臨時內閣會議，宣布全體內閣總辭，安倍晉三歷時 7 年 8 個月的第二次任期宣告結束。安倍在社

交網站上載片段，他表示，執政近 8 年，他感激國民的支持，他對仍然留下很多有待解決的問題感到非常遺憾，不過，亦有

很多值得挑戰及以已經做到的事，他呼籲民眾對新一屆內閣的理解和支持。日本眾參兩院稍後舉行的正式會議，將舉行新任

首相提名選舉，自民黨總裁菅義偉將成為新任日本首相，並成立新一屆內閣。 

 

監督輝瑞大型新冠疫苗試驗情況的研究人員迄今還沒有報告出現重大安全問題，已經有超過 1.2 萬人接受了雙劑疫苗中第二

劑疫苗注射。在一名股票交易部門員工新冠病毒檢測為陽性後，摩根大通讓部分曼哈頓員工回家辦公。拜登幕僚正在制定有

關一旦拜登當選將分發疫苗的計畫。中國疫苗亦預計十一月中可以大量發給民眾接種。 

 

美國宣布取消上月對加拿大鋁開徵的關稅。這項決定涉及美國對加拿大未鍛造非合金鋁徵收的 10%的關稅。一個月前，美國

政府以進口「激增」為由重新對加拿大開徵這項關稅。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曾在夏季表示，國內鋁生產商因進口增多而受

到打擊的狀況令人擔憂。由眾議院兩黨 50 人組成的一個小組周二發布了一份 1.52 萬億美元的抗疫刺激計畫，嘗試打破數月

來在經濟紓困方面的僵局。「問題解決者黨團」計畫已經研討超過 6 周，白宮和兩黨領導層均知情。財政部長史蒂文·姆努欽

曾提及這些討論，並在本月的一個眾議院聽證會上暗示白宮可以接受 1.5萬億美元的支出水平。 

 

 
恒指 ：  24,823.96    +91.20                   上證綜指：3,295.68    +16.87                 道指 ：27,995.60    +2.27 

Hang Seng Index (10:00am)                    Shanghai Composite (10:00am)               Dow Jones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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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ational Finance Center----Tokyo                (18)   Congress 

 
The bi-parliament congress system can be observed as early as in the famous play of Shakespeare Julius Caesar, that is Senate and 

Representative. The UK system called them the Upper and Lower Parliament, and the Upper Parliament is also known as "House of 

Lords".  Such a name plate is still preserved as relics of history in Japan. The Japanese system is a combination of UK and US. In the 

UK and Japan, the prime minister comes out from the Lower Parliament, and thus holds actual power. In US, the president is elected 

independently and Senate has greater power of supervision. 

 

The congress building is situated just by the side of the magnificent Palace, so seemed too small. They kept this small building, but at 

the back just across the street, they built several high rise buildings for development. In front there is a small concourse, only 200m 

long and 6 lane traffic, while the presidential house of Taiwan has 600m and 10 lane traffic. It was also built by Japanese when it was 

a colony of Japan. This is known Late Development Economy, that is places even develop later, but can be better based upon the 

experience of the previous. The Japanese Congress imitates the US, Senate is put on north side, for north represents higher in the 

map, but The Capitol Hill is facing west so Senate is on left hand side, Japanese Congress is facing East on so right hand side. There 

is no entrance fee and have English descriptions, but why paying a visit better concentrate on the software than hardware, that is the 

unique structure rather than the building. 

 

The Peace Treaty of Israel and UAE, Bahrain is signed in Washington, may be the next will concern Saudi and Israel. Kosovo and 

Serbia also has peace progress. Trump has done a good job in peace no matter he can get the Nobel Prize or not. Regretfully, focus 

of voters is not on this, but on the decoupling (脫鉤)of China. US citizens are in hatred of Chinese government so no matter Republic 

or Democratc, they must be very strict to China in order to get more votes. Even China has launched a lot of promotion and keyboard 

fighters, still could not make any changes. Vaccine is believed to come out in one or two months, so not a great problem. Last night, 

gold prices shown a anti-rising hammer and gold turned down at 1972. Mind that the middle point of moving, two weeks ago was at 

1927, last week at 1948, and this week will be 1966. So next week will be 1992. Now the Ichimoku is very thick, that means the 

support is strong, The USD Index has fallen for 6 days and expect more in this small wave. So there is a great chance to go up to 

1992. But it is in the pattern of spade now, which means it would go slow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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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信用額買金 
 

鑑於近期黃金價格不斷急劇攀升，無論散戶或

專業投資者都有極高買金意慾，為了使閣下更

靈活運用資金及降低風險，本集團提供信用額

買金服務，即閣下無需存入現金即可進行買金

服務，只計算贏輸金額而無需將本金積壓。 

 

詳情請與余先生聯絡，電話：91095413。 

 

 

   Buying Gold on Credit 
 
Since the price of gold is soaring up greatly recently, it is of 

great interest no matter to general clients or specialists, in 

order to make it more flexible, we provide buying of gold on 

credit which does not need to deposit any money, just count 

the profit and loss, so that the original capital can be used to 

other means freely. 

 

Please contact Mr Yue on mobile：910954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