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匯錦囊
加元：美元兌加元將反覆走低至1.2400水
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走高至1,270美元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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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兌加元上周早段連番受制1.2700附近
阻力後走勢偏弱，迅速失守1.26水平，上周
尾段跌幅擴大，本周初曾走低至1.2520附近
14個月以來低位，延續自5月份開始的反覆
下行走勢。雖然加拿大統計局上周五公佈6
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年率為1%，遜於5月
份的1.3%之外，更是20個月以來的低點，
顯示加拿大通脹有持續放緩傾向，並進一步
遠離加拿大央行的2%通脹目標，但隨着加
拿大央行本月12日政策會議後公佈的聲明
早已暗示近期通脹的偏軟表現僅屬短暫，數
據不足以改變央行偏緊的政策立場。
加拿大上周五公佈5月份零售銷售值按月
攀升0.6%至489億加元紀錄新高，連續3個
月上升，有助5月份經濟表現，預示加拿大
統計局本周五公佈的5月份經濟增長頗有機
會好於4月份的表現，增加市場對加拿大央
行將於10月25日政策會議進一步加息的預
期，數據帶動加元升幅擴大。美國聯儲局本
周二及周三連續兩日議息之前，美元指數本
周初進一步下跌至13個月以來低點，凸顯
美元弱勢，不排除美元兌加元稍後有機會跌
穿過去14個月以來位於1.2460附近的主要
支持位。預料美元兌加元將反覆走低至
1.2400水平。

金價挑戰1270美元
上周五紐約8月期金收報1,254.90美元，
較上日升9.40美元。美元指數上周五失守
94水平後，本周初保持偏弱走勢，繼續對
金價構成支持，而美國聯儲局本周二開始舉
行會議之際，現貨金價本周初更一度向上逼
近1,258美元水平4周高位，反映部分投資
者仍認為美元將續有下行空間，有助金價短
期表現。若果聯儲局本周會議沒有對美元近
期的急跌表達關注，則預料現貨金價將反覆
走高至1,270美元水平。

復甦力度勝美 佈局歐股基金

鉅亨網投顧指出，全球股市的多頭
行情不止，投資者樂觀之餘，也不免
開始擔心上升之後還有沒有便宜的標
的；儘管全球股市已經不便宜，但若
有強而有力的經濟數據做支撐，那麼
股市自然不缺上漲動能。觀察今年來
雖然風波不斷，但股市能持續走強的
歐洲市場，金融海嘯結束後，歐元區
經濟增長多由德國、荷蘭及瑞典等國
家支撐，但在歐洲央行低利率及購債
政策的幫助下，南歐國家也慢慢跟上
其他國家的復甦步伐。從製造業採購

經理人指數來看，意大利、西班牙及
希臘均處於50的榮衰分水嶺之上。

失業率降至9.3%
鉅亨網投顧進一步指出，歐元區失

業率於2013年中來到12.1%的高點，
之後隨着歐元區經濟的改善，目前失
業率已降低至9.3%。失業率的降低除
了直接增加消費力外，搭配歐洲央行
的低利率政策，銀行也更願意放鬆借
款標準及增加放款量，這意味企業倒
閉風險降低、符合貸款標準的民眾也

增加。
針對歐洲的失業率表現，鉅亨網

投顧認為持續轉佳的失業率，有利
於投資市場的表現；從 2013 年 7月
以來的這一輪復甦中，歐元區失業
率下降幅度高於過去，但股市漲幅
僅26.6%，考量到目前歐元區失業率
仍高達9.3%，與金融海嘯前相比，
失業率仍有2%的下降空間，預期在
2019年之前，歐元區失業率都可望

持續走低，歐洲股市漲勢自然也還
沒到盡頭。
鉅亨網投顧總經理朱挺豪認為，

2014年之前，美國與歐洲間股市表現
差距較小，但2014年之後，歐洲股市
陷入盤整，而美股則繼續上漲近
50%。如今歐洲經濟復甦力度超越美
國，加上不同調的貨幣政策，歐洲股
市有機會慢慢追上先行的美股，投資
者可加碼配置歐洲股票基金。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美股大漲過後，投資者無不尋找下一個標的，根

據統計，金融海嘯後美股漲幅將近300%，而同一

期間以美元計價的歐洲股市上漲僅166%，此差異

主要來自美國的量化寬鬆政策及較早復甦的經濟。如今，仍在進

行量化寬鬆且經濟穩定復甦的歐洲，有望在基本面持續好轉下激

勵股市走強，加上不斷好轉的失業率更對消費及投資市場有利，

建議投資者可及早佈局歐洲股市。 ■鉅亨網投顧

歐元衝高 向1.17關挺進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營業部總裁 黃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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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延續上周的疲勢，周一再創一
年新低至93.82。一方面美國政治層面
的危機拖累着美元走勢，總統特朗普
醫保法案失敗，「通俄門」風波愈演
愈烈，特朗普女婿也被列為調查對
象，波及範圍有不斷擴大之勢。
此外，白宮發言人斯派塞的「閃電

辭職」更加劇了特朗普執政團隊分崩
離析的擔憂，也令市場的避險情緒有
所升溫，日圓和黃金都因此收益。另
一方面，歐元延續衝高之勢，則繼續
對美指構成壓制。上周四的歐央行利
率決議，央行總裁德拉吉重申了維持
寬鬆的立場，這本應利空歐元，但市
場仍然認定歐央行後續會退出寬鬆，
最終歐元反而抽升至一年多以來的新
高1.1682；日圓近兩周也是連刷新高，
亦進一步打壓美元。

美元指數93不容有失
美匯指數已逼近去年 6 月低位

93.02，倘若跌破此區，預料美指仍會

伸延另一波較猛烈跌勢。展望本周，
美聯儲將公佈最新的利率決議，此外
還有美國第二季國內生產總值(GDP)數
據公佈，料會對美指走勢起着關鍵影
響。
歐洲央行上周四維持超寬鬆貨幣政

策不變，管委會甚至沒有討論縮減
刺激計劃的議題，暗示不到最後時
候，歐洲央行不會做出縮減購債計
劃的決定。德拉吉稱決策者只會在
「秋季」重新評估購債計劃；而正
是這言論引發投資者押注歐洲央行
或將在秋季調整刺激政策，歐元因
此飆升，兌美元創2015年8月以來最

高。

歐元三底形態料走強
技術圖表而言，歐元兌美元於2015
年8月24日高見1.1711，料會成為歐元
上闖的另一重要關口。由2015年1月
至今，歐元走出了一組三底形態，三
個底部分別為2015年3月的1.0456，
2015年12月的1.0538，及今年1月的
1.0339，因此若然可衝破位於1.17水平

附近的頸線，技術面將鞏固歐元的進
一步強勢。下一級阻力參考200周平均
線1.1805，關鍵將會直指1.20關口。
由 2014 年高位 1.3992 至今年低位
1.0339的累計跌幅計算，38.2%及50%
的反彈幅度則為 1.1740 及 1.2170 水
平。下方支持回看1.1580，重要支撐為
上升趨向線所在位置1.15水平，只要
後市仍可持穩在此區上方，歐元的整
體上升趨勢預料仍會維持。

財經新聞投資理財■責任編輯：劉偉良 20172017年年77月月2525日日（（星期二星期二））B7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據CA
Technologies最新全球調查結果顯
示，香港大多數受訪機構已經認識到
應用程式界面(API)在促進業務增長方
面的重要性，其採用率高達92%。
CA Technologies東南亞及大中華
地區副總裁Nick Lim表示，API是數
碼轉型中的基礎要素。在現今的應用

經濟時代，企業要想獲得成功，需要
將產品與客戶需求、客戶與客戶體
驗、應用程式與設備以及機構與其生
態系統合作夥伴互相連結。
名為《APIs：打造應用經濟時代

的互聯業務》的調查訪問了1,770
位業務及IT高級管理人員，當中
799人來自亞太及日本地區，調查

他們如何在應用經濟時代利用API
促進業務增長。

IT相關成本減42%
研究發現，有55%亞太及日本地區
受訪機構為API管理的高級用戶，有
81%高級用戶堅信自己能夠從競爭中
脫穎而出，而只有50%的API基礎用

戶有此信心。香港受訪機構認同在所
有定量關鍵績效指標 (KPI) 方面，API
產生積極影響。如在IT相關成本減
少了42%，合作夥伴滿意度增加了
41%，客戶滿意度增加了38%，合規
審計方面的失敗減少了37%，交易量
增加了36%。
另外，逾半數香港受訪機構贊同

API有助提高各方面的定性關鍵績
效指標，簡化供需鏈 （64%）、
數碼化覆蓋範圍擴大（58%）、客
戶體驗改善（53%）、第三方創新
技術應用提高（51%）。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莊程敏)召
車公司滴滴出行昨宣佈，與日本軟
銀將向東南亞召車商 Grab 投資20
億美元(約156億港元)，支持Grab
繼續強化在地區互聯網經濟中的領
先地位，為消費者提供安全的交通
和金融產品，並不斷創造新的就業
與增長機會。此輪融資預計總額達
25億美元，是東南亞地區有史以來
最大規模的單輪融資。
Grab 營運東南亞最大的交通網

絡，是地區活躍度最高的流動平台

之一，總下載量超過5,000萬，超
過110萬名司機在東南亞7個國家
65個城市提供專快車、順風車、摩
托車、出租車和拼車等服務。

Grab東南亞7國提供快車
每日訂單量近300萬，在當地第
三方出租車召車市場佔95%份額，
在私家車召車市場佔71%份額。去
年12月，Grab也推出了無須現金
的充值支付方式 GrabPay Cred-
its 。

滴滴軟銀156億注資Grab逾九成企業利用API促進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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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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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進口物價月率。前值-1.0%；年率。前值+4.1%
7月商業景氣指數。預測108。前值108
6月生產者物價指數月率。前值-0.6%
5月經季節調整工業訂單月率。前值-0.7%
5月未經季節調整工業訂單年率。前值-2.2%
5月經季節調整工業銷售月率。前值-0.5%
5月未經季節調整工業銷售年率。前值+4.0%
7月Ifo商業景氣判斷指數。預測114.9。前值115.1
7月Ifo現況指數。預測123.8。前值124.1
7月Ifo預期指數。預測106.5。前值106.8
7月工業聯盟總工業訂單差值。前值正16
5月聯邦住房金融局房屋價格月率。前值+0.7%；年率。前值+6.8%
5月20個城市經季調房價指數月率。預測+0.3%。前值+0.3%
5月房價指數年率。預測+5.8%。前值+5.7%
7月消費者信心指數。預測116.6。前值118.9
7月里奇蒙聯儲綜合製造業指數。前值正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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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股市
得力於經濟
復甦而顯著
上升。

■責任編輯：羅縈韻 版面設計：歐鳳仙
http://www.wenweipo.com

在這份基於財務數據、品牌強度和消費者行為分析的
年度報告中，DR鑽戒（Darry Ring）以浪漫規定

「男士憑身份證一生袛能定製一枚」，寓意「一生唯一
真愛」的品牌理念，其賦予每一枚鑽戒以真摯的情感價
值，並得到全球品牌界權威機構和專家們的權威認可。

DR鑽戒（Darry Ring）開創珠寶行業新模式
此次DR鑽戒實力入榜「中國品牌500強」榜，是其
晉陞世界級品牌的市場實力彰顯。DR鑽戒服務於所有
相信真愛的人群，使命為讓愛情變得更美好。其獨特的
定製方式以及其中蘊含的品牌精神，詮釋了戀人對於追
求一生一世愛情的心理訴求，也旨在全世界範圍倡導傳
播真愛，具有引領真愛文化的品牌責任價值。

而今，DR鑽戒早已在年輕一代中佔據不可替代的神
聖地位。一縷DR白，意味着神聖、純粹的浪漫真愛，
它不僅是品牌的專屬色彩，DR鑽戒特有的小白盒也成
為了現代真愛符號。

新數字時代締造「信仰」社交神話
在新數字時代，DR鑽戒以其獨特的品牌核心理念，
自發性地形成了粉絲群體「DR族」。DR族以DR的真
愛信仰為核心軸，信仰「一生唯一真愛」，其在社交媒
體上異常活躍，屢次創造社交神話。目前DR鑽戒在
FaceBook、Instagram、微博微信等全球範圍內社交媒體
上的粉絲總計高達1,000萬，粉絲數量、互動率在珠寶
行業中均有驚艷表現，並在2016年企業品牌微博排行
榜中排名前十。
如何在進行品牌傳播的同時更好地提升消費者的互動

與體驗感，成為了體現企業品牌市場號召力的標誌之
一。這也是DR鑽戒近年來一直在探索研究的，恰與此
次世界品牌大會主題「品牌策略再思考：互動與體驗」
不謀而合。
DR鑽戒珍視每一個粉絲和用戶，在近期為DR族籌

劃出書《愛你，我敢說一輩子》，成為全球第一個為顧
客粉絲群體出書的珠寶品牌。正是這種年輕化、創意化
的社交模式，為DR鑽戒晉升世界級品牌、佔據市場領
導地位打下了堅不可摧的基礎。

名人明星自發加入DR族 成為真愛典範
DR美好的愛情理念，也吸引了不少名人明星踴躍加

入DR族。2016年以來，「跳水女皇」吳敏霞、「國乒
名將」許昕、「體操吊環王」陳一冰等奧運冠軍，以及
娛樂圈諸多一線藝人，如李承炫戚薇、戴向宇陳紫函、
錢泳辰呂一等，均不約而同地選擇了DR作為求婚鑽
戒，成為明星真愛一族的典範。
憑着強大的品牌影響力和創新力，DR鑽戒（Darry
Ring）在中國區體驗店已全面覆蓋了一二線城市，包括
有香港、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杭州、成都、武
漢、長沙等多個城市，預計2017年將再擴增超過100家
品牌直營實體店。
目前，DR香港體驗店共有兩家，一家位於尖沙咀彌

頓道i SQUARE國際廣場，而另一家則是坐落在銅鑼灣
白沙道15號。在這個具有東西方文化融匯，千年歷史

變遷的現代都市裡，恆古不變的是對真愛的追求。跨越
不同膚色、不同種族、不同語言的真愛故事，都值得以
一枚DR鑽戒，見證一生唯一真愛的相遇相守。
與此同時，DR鑽戒在法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台
灣等多個地區均有眾多忠實擁躉者。在過去的2015年
和2016年，DR鑽戒一直保持着飛速發展的速度，創造
了珠寶行業黃金增長法則。

邁入
由世界品牌實驗室主辦的第十四屆世界品牌大會日前在北京舉行，會上發佈了2017年《中國品牌500

強》分析報告。求婚鑽戒品牌DR鑽戒（Darry Ring），以百億品牌價值入選「2017中國品牌500強」，

與華為、阿里巴巴、騰訊等知名品牌共列榜單，由此邁進世界級品牌陣營。

DR 鑽戒入榜2017中國品牌500強
世界級品牌陣營世界級品牌陣營

■「跳水女皇」吳敏霞在男友生日當天被求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