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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央行在聲明中表示，21家央行未來將繼續協調
黃金交易，避免影響市場，各央行現時亦沒計劃

大量出售黃金。協議將於9月27日起生效，以取代5
年前簽署的同類協議，當時各央行同意在協議簽署5
年內，每年不會出售超過400噸黃金，5年內出售量則
不超過2,000噸。

憧憬印度新政府放寬進口限制
一般而言，央行不會公開黃金儲備政策路線，部分
央行甚至連儲備規模也不會完全公開。不過由於1999
年歐元推出前夕，歐洲各國央行因應將來外匯風險減
少，借勢出售黃金，導致國際金價大跌，各央行於是
訂立協議，重申黃金在全球貨幣體制中的重要性，協
議也成為其後黃金長時間牛市的基礎。連同今次，歐
洲各國央行已先後3次簽署更新協議。
近期利好金價的消息，還有印度大選結果。印度本
來是全球最大黃金進口國，但政府為減少外匯流出和
降低經常賬赤字，去年起實施黃金進口限制。黃金業
界因而支持在大選中勝出的莫迪和印度人民黨，令外
界憧憬莫迪出任總理後，可能稍放寬限制。

美經濟好轉泰入口大跌成隱憂
不過金價前景仍不明朗，尤其是近期美國經濟持續

好轉，股市連創新高，金價自然受壓。上周對沖基金
減持黃金好倉的幅度是1個月以來最大，同時交易所
買賣基金(ETF)所持實金數量，也降至2009年以來最
低水平。
此外，受政局不穩影響，東南亞黃金最大消費國泰
國今年黃金進口量可能大跌。當地首季黃金進口量較
去年同期銳減78%，全年進口量可能僅150至 200
噸，遠低於去年的314噸。

歐央行理事：下月出手機會大增
另外，歐央行理事默施昨日

表示，為防止歐元區陷入通
縮，央行於下月採取更多措施
的機會正在增加，「我們相信
利率將維持在當前甚至更低水
平一段長時間，還有其
他工具可以進一步放寬
貨幣政策。」他續稱，
理事會已同意，同時利
用非常規和一般性貨幣
政策工具，以防範長時
間低通脹的風險。
■■彭博通訊社/法新社

現代人注重健康飲食，食肆
亦跟風推出各式健康食品。美
國各大快餐連鎖店近年紛紛引
入低膽固醇蛋白餐單，需求急
增導致蛋白價格首次超越蛋
黃，加工蛋批發價按年升
56%，未經消毒蛋白售價去年飆
升80%，升至每磅逾1美元。
蛋白比全蛋含較少壞膽固醇
及卡路里，麥當勞率先於去年4
月推出蛋白漢堡早餐，其他快
餐店均爭相仿傚。Jack in the

Box 去年 12 月推出蛋白三文
治，便利店7-Eleven及冬甩連鎖
店Dunkin' Donuts 均提供蛋白
食品。
每名美國人平均每年吃250隻

蛋以上，大型蛋類製品生產商
邁克爾食品集團表示，飲食業
及零售業對蛋白需求龐大，令
市場價格飆至新高。但有食品
公司表示，由於蛋白成本較
高，會減少使用蛋白作原材
料。 ■英國《金融時報》

美快餐店推健康蛋白餐單 蛋白價飆80%
拉丁美洲多個咖啡豆出產國近期遭受咖啡

葉銹病侵襲，已造成10億美元(約77.5億港
元)經濟損失，預料未來數年咖啡豆嚴重失
收，產量將減少15%至40%。美國咖啡價格
已受影響上漲，而咖啡失收或導致拉美50萬
名農民失業，帶來飢餓和貧窮問題，引發暴
力及毒品交易，令美國「後院」動盪不安，
美國因此正加強協助拉美農民撲滅引致葉銹
病的真菌。

拉美農場主要生產阿拉比卡等貴價優質咖
啡豆。危地馬拉、薩爾瓦多、洪都拉斯、巴
拿馬及哥斯達黎加均受葉銹病侵襲。由於當
地農場規模小，缺乏資金購買防菌劑，真菌
經風力傳播，令葉銹病迅速蔓延。
美國國際開發署(AID)預計昨日宣布與得州

農工大學全球咖啡研究中心合作，斥資500
萬美元(約3,876萬港元)研究抗菌咖啡品種，
並教導拉美農民監察及對付真菌。 ■美聯社

拉美咖啡豆失收 美為保「後院」相助

仍是重要儲備 5年內不大沽 金價重上千三

歐元區18國央行、歐洲央行、瑞士央行和瑞典央行昨日同意，在未來5年內不會大舉拋

售黃金，聲明並強調，黃金仍是全球貨幣儲備的重要部分。受消息刺激，加上市場憧憬印

度新政府上台將放寬黃金進口限制，推動金價昨日重上1,300美元水平。

金金歐洲21央行捧捧

投資者觀望本周稍後公布的聯儲局議息會議紀錄和企業業績，美股昨日
早段好淡爭持，不過企業併購消息對部分科技股和細價股有支持。道瓊斯工
業平均指數早段報16,523點，升3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1,880點，升2點；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報4,117點，升26點。

歐股個別發展。英國富時100指數中段報6,837點，跌18點；法國CAC
指數報4,464點，升7點；德國DAX指數報9,638點，升9點。
美國大型電訊商 AT&T 宣布收購衛星廣播服務商直播電視集團

(DirecTV)，拖累AT&T股價跌1.3%。輝瑞藥廠提出收購英國阿斯利康藥廠被拒，
股價反升1.5%。 ■彭博通訊社/法新社/美聯社

觀望議息紀錄
美股早段升32點

近年微信、Line等即時通訊軟件急速冒起，搶走
社交網站facebook(fb)不少年輕用戶，fb2月天價收購
WhatsApp，被認為是要對症下藥，現在傳聞再有進
一步行動。英國《金融時報》引述消息指，fb過去
幾個月埋首研發內部代號為「Slingshot」(丫叉)的視
像聊天應用程式(app)，矛頭直指去年底fb收購失敗
的Snapchat。

抄Snapchat 看一次即毀滅
前年9月面世的Snapchat特點之一，是訊息經閱
覽後短時間內會「自我毀滅」，不留痕跡，大受年

輕人歡迎。fb前
年12月曾推出擁
有 類 似 功 能 的
Poke，但受歡迎程度遠遜Snapchat，已在本月
從網上商店下架。消息人士透露，去年底出價
30億美元(約232億港元)收購Snapchat失敗後，fb創
辦人朱克伯格隨即展開Slingshot的研發，更親自督
師。
消息指，Slingshot不會採取Snapchat的路線，而

是傾向德國Wit Dot Media上月推出的TapTalk的風
格。用戶只要點擊或長按一名聯絡人的頭像，便可

以發送照片或短片，而對方在收到之後，只可以查
看一次。
報道指，Slingshot 將會獨立於現有的 facebook
messenger，以符合fb分散進攻流動裝置市場的策
略。消息人士強調，Slingshot仍然處於開發階段，
可能本月稍後正式推出，但亦可能不推出。

■英國《金融時報》

近來掀起整合浪潮的美國電視和電訊
業界再有大動作，當地第二大電訊商美
國電話電報公司(AT&T)前日宣布，斥資
485億美元(約3,760億港元)收購美國最
大衛星電視營運商直播電視集團
(DirecTV)。分析指，隨着市場逐漸由收
費和無線電視轉向網絡串流媒體，電視
和電訊市場格局正面臨洗牌，企業正通
過擴大自身規模爭取商業籌碼。
兩間公司的董事會前日已批准收購協
議，並提交監管當局審批。根據協議，
AT&T出價每股95美元，其中66.5美元
為公司股票、28.5 美元為現金，較
DirecTV目前股價有10%溢價。AT&T

同時承擔DirecTV債務，意味整筆交易
總額將高達671億美元(約5,202億港元)。

進軍電視業
這筆交易同時刷新了今年2月，美國
最大寬頻服務及有線電視營運商康卡斯
特(Comcast)出價450億美元(約3,488億
港元)，收購第二大有線電視營運商時代
華納的紀錄。分析認為，AT&T今次收
購除了是要對抗康卡斯特，亦希望以此
作為進軍電視業的橋頭堡。
不過有分析質疑交易的實際戰略價

值，指出衛星電視業務已呈現下滑趨
勢，認為 AT&T 收購目標應該是

DirecTV競爭對手、擁有價值數十億美
元無線頻譜的Dish Network。

■路透社/《華爾街日報》

美國《華爾街日報》前日引述兩名消息人士稱，互聯網巨擘
Google正洽購串流直播平台Twitch，以擴充旗下影片分享網站
YouTube的網上直播服務。據稱有關商談正處於初步階段，不會
在短期內達成交易，亦無透露潛在收購價。但其中一名知情人士
表示，Twitch考慮籌集額外資金而非賣盤。
Twitch於2011年由卡恩和沃格特創立，去年9月曾集資2,000萬
美元(約1.6億港元)，資金來自Thrive Capital及電視遊戲製造商
Take-Two Interactive Software等。
Twitch是最受歡迎網上遊戲直播平台。根據網上影片及網絡企

業Qwilt數據，截至上月7日，Twitch佔美國串流服務流量近
44%。Twitch 2月表示，網站每月有超過4,500萬用戶。

■《華爾街日報》

全球16國警方
日前採取打擊惡
意程式「黑影」
(BlackShades)的
聯合行動，突擊
搜 查 359 個 地
點，拘捕包括程
式研發者、賣家
及用家等97人，
檢獲大量現金、
非法槍械、毒品
及超過1,000部數
據儲存裝置。當
局指，黑客利用
該程式入侵其他
電腦後，可以控
制對方的視像鏡
頭 甚 至 整 部 電
腦，盜取並加密
對方個人資料，
從而勒索贖金。
歐洲刑警組織

及歐洲檢察官組
織 昨 日 發 表 聲
明，指荷蘭、法
國 、 德 國 、 英
國、意大利、美
國、加拿大、智
利、瑞士等16國
警方聯手採取行
動。在最近一宗
「 黑 影 」 個 案
中，荷蘭一名18
歲男子入侵最少
2,000部電腦，控
制視像鏡頭拍下
女事主的照片。

■法新社/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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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研視像聊天「丫叉」
狙擊Snapchat

Google傳
洽購串流直播平台Twitch

AT&T斥3760億 收購衛星電視公司

■AT&T同時承擔DirecTV債務，意味
交易金額將高達5,202億港元。

■Snapchat

■facebook

■美國麥當勞率先於去年4
月推出蛋白漢堡。 網上圖片

■■市場憧憬印度莫市場憧憬印度莫
迪新政府將放寬黃迪新政府將放寬黃
金進口限制金進口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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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1家央行家央行55年內不大年內不大
手拋售黃金的協議將於手拋售黃金的協議將於
99月月2727日起生效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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