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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外匯儲備升至1080億美元
本報訊：隨著國家政府首次發行零售美
元債券，加上世界市場金價上漲，截至10月
底，我國的外匯儲備達到近1080億美元，比
一個月前的1065.9億美元高出1.3％。
菲律賓央行行長本杰明·迪奧克諾表示，
國際儲備總額(GIR)水平的環比增長主要反映
了國家政府在中央銀行的淨外幣存款。
政府將其首次在岸零售債券銷售所得的
15.9億美元存入菲律賓央行。籌款活動的收
益將用于支持政府不斷擴大的預算缺口。
菲律賓一直在向離岸和在岸債權人大量
借款，為政府的COVID應對措施提供資金。
迪奧克諾表示，由于國際市場黃金價格

上漲，央行持有的黃金價值上調，上個月也
提振了我國的外匯緩衝。
央行持有的黃金價值從9月的88.5億美元
增長3.2％至10月的91.3億美元。
同樣，菲律賓收到了于8月23日從國際貨
幣基金組織(IMF)獲得價值27.8億美元的特別
提款權(SDR)中的19.6億美元撥款，這幫助提
高了我國的外匯緩衝。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啟動了史無前例的
6500億美元特別提款權撥款，以向成員國提
供額外的流動性，特別是在此期間，努力解
決COVID-19危機。
IMF成員國可以將其SDR與其他IMF成員

國兌換為硬通貨。考慮的硬通貨是美元、歐
元、人民幣、日元和英鎊。
因此，我國10月份的SDR為39.6億美元，
而7月份為12.2億美元。
迪奧克諾表示，最新的外匯儲備數字，
相當于10.8個月的商品進口和服務支出。這
也是我國基于原始期限的短期外債的7.8倍和
基于剩餘期限外債的5.4倍。
按照慣例，如果外匯儲備能夠為我國
至少三個月的商品進口和服務支付出提供資
金，則它被認為是足夠的。
菲律賓一直在建立外匯緩衝，在去年
12月達到創紀錄的1101.2億美元，因為政府

從外國債權人那裡借了更多錢來資助其應對
COVID的措施。
菲律賓央行通常使用緩衝區來平滑外匯
市場的波動或劇烈波動。由于美聯儲變得強
硬並決定減少其債券購買計劃，披索今年一
直在貶值。
在從2019年的50.635:1,到2020年升值超
過5％，收于48.04:1，創四年來高點。在此之
後，披索成為本地區最疲軟的貨幣之一，因
為它對美元匯率繼續在50至51之間波動。
央行預計今年外匯儲備將達到創紀錄的
1140億美元，明年將創下1150億美元的歷史
新高。

北交所11月15日開市
可參與投資者超400萬戶
中新社北京11月12日電 北京證券
交易所（下稱「北交所」）12日發佈消息
稱，目前，北交所開市各項工作已準備就
緒，定于2021年11月15日開市。截至11月
12日，累計有超210萬戶投資者預約開通
北交所合格投資者權限，開市後合計可參
與北交所交易的投資者超400萬戶。
當天，北交所發佈《北京證券交易
所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和人民幣合格境外
機構投資者證券交易實施細則》等6件業
務規則，自2021年11月15日起施行。上述
規則連同前期發佈的45件業務規則，涵蓋
發行上市、融資併購、公司監管、證券交
易、會員管理以及投資者適當性等方面，
形成了北交所自律規則體系。
北交所開市籌備過程中，市場各方
反應積極、踴躍參與。據悉，共有112家
證券公司獲得會員資格成為北交所正式會
員。宣佈設立北交所以來，精選層審查發
行工作正常開展，10家已完成公開發行等
程序的企業將直接在北交所上市，71家存
量精選層公司平移至北交所上市的相關流
程已履行完畢，屆時81家公司將成為北交
所首批上市公司。
目前，北交所開市涉及的技術系統已
完成改造升級，各證券公司、信息商和基
金公司相關係統已完成配套改造。北交所
內部機構配置、人員配備均已到位。
北交所稱，下一步，其將按照中國證
監會的統一部署，緊緊圍繞服務中小企業
這個主體，牢牢把握支持創新發展這個關
鍵，始終聚焦打造「主陣地」這個方向，
推進各項制度落地實施，為服務實體經濟
高質量發展貢獻力量。

廣州中歐班列
連續兩年提前逾50天
超上一年開行總數
中新社廣州11月13日電 在廣州海關
所屬廣州車站海關的監管下，廣州大朗鐵
路貨運站開行今年第114列班列，這標誌
著廣州中歐班列（大朗）再攀新高峰，提
前50多天超過2020年全年發運總數，這也
是廣州中歐班列連續兩年提前逾50天超上
一年開行總數。
此趟班列滿載著50個40尺集裝箱的家
用電器、傢俱、燈具、服裝鞋靴等產品，
貨重440.9噸，貨值約2701萬元人民幣，將
經阿拉山口口岸出境，全程11000公里，
預計15天後抵達波蘭馬拉捨維奇。
廣州速穩報關有限公司經理王文萍
說：「開往波蘭的線路是2020年6月首
發，目前已發運2500餘噸貨物。珠三角
地區製造的電子產品、家用電器、LED燈
具、服裝鞋靴等深得德國、匈牙利、烏克
蘭等歐洲國家消費者的喜愛，今年發貨重
量同比增長3倍多。」

美國強生公司宣佈
將獨立消費者健康業務
新華社紐約11月12日電 美國強生公
司12日宣佈，為實施更具針對性的業務戰
略並加快增長，將把其消費者健康業務拆
分成一家獨立的上市公司，與原有的醫藥
業務分開。
強生公司表示，拆分以後，新的強
生公司將依然是多元的製藥和醫療設備企
業，而新的消費者健康公司更專注于消費
品領域。這兩家公司所轄業務在2021年的
營業收入預計分別約為770億美元和150億
美元。
強生公司預計，該拆分計劃在18至24
個月內完成，新的消費者健康公司架構預
計將在2022年年底完成，拆分後股票分紅
至少維持在同樣的水平不變。
強生公司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亞
歷克斯·戈爾斯基表示，對于新的強生公
司來說，這一拆分強調其專注于在生物製
藥和醫療設備方面提供行業領先的創新和
技術。

SUBARU的11月聖誕優惠提前迎接聖誕節
現金折扣、低首付、低月供款、零利息優惠
Motor Image Pilipinas, Inc.是斯巴魯
（Subaru）在菲律濱的獨家經銷商，它為客
戶提供全套優惠以迎接假期的到來。從慷慨
的現金折扣到特別融資計劃，再到免費配件
和維修套餐，Subaru相信每一位客戶都能找
到最適合自己的交易。沒有比這更好的時
機，讓顧客開著夢想中的全新Subaru回家，
與所愛的人一起重溫或創造新的回憶。
特價：在11月份，有興趣的客戶可享受
下列任何一項優惠：
全新Subaru XV 2.0 i-S裝配EyeSight（視
馭）駕駛輔助系統，變速系統（CVT），建
議零售價1,908,000披索
1.每月供款低至Php 20,710
2.首付低至Php 269,000

3.高達21萬現金支付折扣
Subaru Forester 2.0 i-L EyeSight CVT，建
議零售價1,938,000
1.每月供款低至Php 21,036
2.首付低至Php 275,000
3.高達21萬現金支付折扣
4.13萬現金支付折扣 + GT Lite Kit + 價值
4萬的服務代金券優惠組合
Subaru Forester 2.0 i-S EyeSight CVT，建
議零售價2,068,000
1.每月供款低至Php 23,050
2.高達11萬現金支付折扣
Subaru Forester 2.0 i-S EyeSight GT Edition
CV，建議零售價2,170,000
3萬現金支付折扣

全新Subaru Evoltis 2.4 Touring EyeSight
CVT，建議零售價3,480,000
1.40%首付，12個月零利息
2.高達10萬的現金支付折扣
此外，所有非預約或預約顧客將在到達
展廳後立即收到特別的Subaru商品。在試駕
任何Subaru車款後，他們將收到另一件Subaru
高級商品。
價格不包括運費和其他可能適用的額
外物流成本，並視地點而定。我們鼓勵有興
趣的顧客聯繫或參觀其最近的Subaru展廳，
以了解更多關於Subaru的整個系列車型的促
銷活動，每款車型都配備了100多個標準安
全功能和Subaru的標誌性對稱四輪驅動系統
（Symmetrical All-Wheel Drive syste）。

菲律賓國家電網公司成功完成間接上市
本報綜合消息：2021年11月10日，菲律
賓國家電網公司（NGCP）菲方股東控股的
Synergy Grid & Development Phils., Inc.（SGP
公司）在菲律賓證券交易所成功完成股份增
發，恢復了上市公司地位。鑒于SGP公司間
接持有NGCP公司40.2%股份，這標誌著NGCP
公司實現了間接上市，圓滿履行了其特許經
營權法案規定要求的上市義務。
2007年12月，國家電網有限公司與菲律
賓合作夥伴組成聯合體成功中標菲律賓國家
輸電網特許經營項目，特許經營權25年，並
于2008年2月成立NGCP公司。2009年1月，

NGCP開始接管運營菲律賓國家輸電網。根據
NGCP特許經營權法案規定，NGCP需按要求
完成直接或間接上市。自2016年以來，NGCP
對多種上市方式進行了深入研究和評估，最
終確定了間接上市方式更具優勢。今年，在
中菲雙方股東的共同努力和支持下，NGCP進
一步加快推進間接上市相關工作。克服新冠
疫情等不利影響和挑戰，最終在菲律賓能監
會（ERC）規定的時限內順利推動SGP恢復上
市，圓滿履行了NGCP特許經營權法案規定的
要求，保障NGCP項目持續穩健NGCP項目是
國家電網有限公司境外投資併購的第一個項

目，也是我國電網企業首次參與獲得境外國
家級大型輸電網的特許經營權。NGCP負責菲
律賓全國輸電網的規劃、建設、調度、運行
和維護，供電範圍覆蓋菲國土面積的87%，
服務菲全國93%超過1億人口。從2009年起至
今，NGCP運營管理水平不斷提高，電網安全
穩定運行，積極履行社會責任，多次成功應
對強颱風、地震等自然災害，持續獲得菲監
管機構獎勵，為菲律賓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
堅實保障，成為中國央企「走出去」項目的
成功典範和國家電網有限公司國際化拓展的
「金字名片」。

中國人參產業高質量發展需更大規模的「科技會戰」
中新社長春11月13日電 多年來，作為世
界上最大的人參生產國，中國人參產品在國
際上的影響力與之並不匹配。2021吉林人參
學術研討會13日在吉林長春召開，中國人參
研究領域專家學者圍繞人參藥理、產品開發
及育種等內容研討交流，他們認為中國人參
產業高質量發展亟需一場更大規模的「科技
會戰」。
吉林省是中國乃至世界的人參主要產
區。數據顯示，該省人參產量佔到世界的四
成、中國六成。當天，有來自中國科學院、
中國醫學科學院、吉林省人參科學研究院、
東北師範大學、吉林大學、長春中醫藥大學
等高校科研院所的專家學者及企業代表與
會。
中國醫學科學院藥用植物研究所所長孫

曉波表示，世界人參高端精品市場被韓國、
日本和歐洲佔有。
中國人參產量占國際市場六成份額，但
貿易額僅佔不到兩成，造成這一局面的原因
是多方面的，但應該注意到人參品質是人參
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關鍵。
孫曉波表示，提高人參質量離不開科研
支撐，近些年出現的一個好現象是，中國在
人參領域的科研投入已經超過韓國，但要想
在國際上樹立自己的品牌，中國人參產業亟
需一場更大規模的「科技會戰」。
上述觀點也成為與會者的共識。吉林省
人參科學研究院院長陳長寶表示，2020年，
吉林省啟動了人參產業戰略提升重大科技專
項，致力于解決人參產業卡脖子問題，目
前，相關團隊在人參本質科學解釋、生產加

工技術、產品開發等方面都有所突破。
人參皂甘是人參的主要活性成分，中國
科學院院士趙國屏團隊在人參皂甘生物合成
研究領域取得過重大突破。
他說，人參皂甘與中藥及保健食品的開
發利用過程面臨很多挑戰。
其基本方向應該在治未病領域，要把
「藥食同源」提高到科學的高度，做好非毒
性副作用研究。
當天的研討會上，與會專家學者還就人
參栽培土壤微生態調控研究等產業關鍵技術
問題、人參功能性新原料臨床應用等問題發
表了觀點。
主辦方希望通過本次學術研討會的廣泛
探討交流，展現人參基礎研究與產業發展的
新趨勢、新思路、新技術、新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