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市場匯價
新華社北京11月16日電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11月16
日受權公佈人民幣對美元、歐元、日元、港元、英鎊、
澳元、新西蘭元、新加坡元、瑞士法郎的市場匯價。
11月16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如下:
100美元
639.24人民幣
100歐元
727.02人民幣
100日元
5.6015人民幣
100港元
82.069人民幣
100英鎊
857.44人民幣
100澳元
469.68人民幣
100新西蘭元
450.19人民幣
100新加坡元
472.17人民幣
100瑞士法郎
691.07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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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匯款繼續增加
本報訊：隨著年底節日月的到來，海外
菲律賓人的匯款連續第八個月增加，因為他
們在聖誕節前更多向親人匯款。
央行公佈的數據顯示，9月份個人匯款
增長4.8％，從去年同月的28.9億美元，升至
30.3億美元，創兩個月高位。
個人匯款包括以現金或實物形式進行
的所有經常性轉賬，以及移居國外的菲律賓
人與其在菲律賓的家人之間的其他家庭間轉
賬。

菲律賓央行將9月份個人匯款的增加歸
因于工作合同在一年及以上的陸基工人匯款
從22.1億美元增加6.2％至23.4億美元，以及工
作合同在一年以下的短期工人及海基工人寄
回家的匯款從6.23億美元增加到6.33億美元。
央行表示，今年1月至9月，個人匯款
從去年同期的243億美元增長5.7％至257億美
元。同樣，9月通過銀行的現金匯款從去年同
月的26億美元增長5.1％，至27.4億美元，創
兩個月高點。

央行表示，陸基工人的現金匯款從20.3
億美元增長6.2％至21.6億美元，而海基工人
的現金匯款從5.7億美元增長1.9％至5.81億美
元。
因此，今年1月至9月，現金匯款從去年
同期的218.9億美元增長5.6％至231.2億美元。
央行表示：「來自美國、馬來西亞、台
灣和韓國的現金匯款的增長在很大程度上促
成了2021年1月至9月的匯款增長。」
從國家來源來看，前九個月，來自美

國的匯款占比最高，為40.8％，其次是新加
坡、沙特阿拉伯、日本、英國、阿聯酋、加
拿大、台灣、卡塔爾和韓國.
來自前10個國家的匯款總額占現金匯款
總額的78.9％。
海外匯款自今年1月份收縮1.7％後，已
連續8個月出現增長。
央行預計，由于嚴格的COVID-19封鎖導
致全球經濟持續重新開放，今年海外匯款將
增長6％，而不是4％。

中國發佈「十四五」
信息通信行業發展規劃
新華社北京11月16日電 記者16日從工信
部獲悉，《「十四五」信息通信行業發展規
劃》已於近日正式印發，提出到2025年，信
息通信行業整體規模進一步壯大，發展質量
顯著提升，基本建成高速泛在、集成互聯、
智能綠色、安全可靠的新型數字基礎設施，
創新能力大幅增強，新興業態蓬勃發展，賦
能經濟社會數字化轉型升級的能力全面提
升，成為建設製造強國、網絡強國、數字中
國的堅強柱石。
工信部信息通信發展司司長謝存說，規
劃明確了信息通信行業的功能和定位是構建
國家新型數字基礎設施、提供網絡和信息服
務、全面支撐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性、基礎
性和先導性行業，從6個方面設置了20個量化
指標。
在基礎設施方面，明確通信網絡基礎
設施保持國際先進水平。建成全球規模最大
的5G獨立組網網絡，實現城市和鄉鎮全面覆
蓋、行政村基本覆蓋、重點應用場景深度覆
蓋。其中，設置了每萬人擁有5G基站數26個
的預期目標。千兆光纖網絡實現城鄉基本覆
蓋。數據與算力設施服務能力顯著增強，融
合基礎設施建設實現重點突破。
在數字化應用水平方面，明確信息通信
技術與經濟社會各領域深度融合，互聯網新
業態新模式蓬勃發展，工業互聯網創新應用
範圍向生產製造核心環節持續延伸。
工信部明確，行業治理和用戶權益保障
能力要實現躍升，新型行業監管體系初步建
立。其中明確用戶權益保障能力顯著提升，
用戶個人信息保護力度不斷加大。
在網絡和數據安全保障方面，明確行業
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保障體系更加健全，
新型數字基礎設施融合安全保障能力顯著增
強，網絡數據安全治理能力明顯提高。
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長胡堅波說，
規劃將創新發展網絡安全產業作為重要任務
之一，通過開展創新示範應用、繁榮網絡安
全產業生態培育工程等措施，進一步提升網
絡安全產業核心技術掌控水平，為網絡安全
保障提供紮實支撐，為數字經濟健康發展保
駕護航。

中國建成5G基站
超115萬個
中新社北京11月16日電 記者16日從中
國工業和信息化部獲悉，中國已建成5G基站
超過115萬個，佔全球70%以上，是全球規模
最大、技術最先進的5G獨立組網網絡。
在當日舉辦的新聞發佈會上，工業和信
息化部信息通信發展司司長謝存介紹，中國
所有地級市城區、超過97%的縣城城區和40%
的鄉鎮鎮區實現5G網絡覆蓋；5G終端用戶達
到4.5億戶，佔全球80%以上。
5G行業應用快速擴張，工信部組織開展
第四屆「綻放杯」5G應用徵集大賽和全國5G
行業應用規模化發展現場會等活動，全國5G
應用創新案例超過1萬個，涵蓋工業、醫療、
教育、交通等多個行業。
據當日發佈的《「十四五」信息通信
行業發展規劃》，在已經建成全球規模最大
的光纖和移動寬帶網絡基礎上，「十四五」
時期力爭建成全球規模最大的5G獨立組網網
絡，力爭每萬人擁有5G基站數達到26個。

披索匯價
外匯市場 自 由 市 場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開盤
收盤
成交額
美元

50.150
50.300
$1.39B
50.37
6.610
港元
人民幣
8.000

27.777元
紐約黃金期價 1866.6美元

美元兌台幣匯率

廣西欽州僑青大廈開建 吸引僑資參與自貿試驗區建設
11月15日，廣西欽州市僑青大廈在中國（廣西）自由貿易試驗區欽州港片區開工建設。該項目是廣西第一個由民營企業投資建設，旨在
推動僑界青年創新創業，吸引僑資參與廣西自貿試驗區建設的平台。圖為與會嘉賓為僑青大廈開工奠基培土。			
<中新社>

預算部：
截至10月底4.5萬億元國家預算已發放97.4％
本報訊：預算部(DBM)週二表示，截至
今年10月底，它已發放了2021年4.506萬億元
國家預算的97.4％。
預算部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截至2021年
10月31日，它已發放了4.39萬億元的國家預
算。
它說：「因此，剩下的餘額為1155.7
億元，用于支付今年剩餘月份的資金需
求，。」
預算部表示，發放的大部分撥款，約
2.496萬億，流向了各個部門和機構。
同時，從對政府企業的預算支持、對地

方政府單位的撥款、應急基金、雜項人員福
利基金、國家減災和管理基金、養老和撫恤
基金等專項資金中發放了約3871.2億元。
根據預算部的數據，自動撥款的分配釋
放增加到1.238萬億元。
其中包括地方政府單位的國內收入分
配、前總統/前總統遺孀的養老金、淨貸款、
利息支付、稅收支出基金/關稅和稅收以及退
休和人壽保險費要求的發放。
它補充說，此外，其他自動撥款總額為
341億元的撥款也已發放。
根據第11520號共和國法案(RA)，該法

案將2020財年一般撥款法案的有效期延長
至2021年12月31日，預算部表示它還已發放
1355億元。
所述金額包括用于實施第11494號共和國
法案。
即Bayanihan法案授權的計劃和項目的分
配釋放總額為918.6億元。
此外，預算部表示已從未規劃撥款中發
放了1005.2億元，這是備用撥款，授權優先計
劃和項目的機構的額外支出，或者授權優先
計劃和項目的收入超過資源目標，或產生額
外贈款、外國資金。

DITO CME 前九個月淨虧損28億元
本報訊：黃書賢領導的上市公司DITO
CME控股公司在2021年前九個月出現虧損，
受新電信運營商DITO電信高昂的運營費用拖
累。
DITO CME週二在提交證券署的披露文件
中稱，它已在第三季度將DITO電信的財務合
併為控股公司，使其成為該公司2021年第三
季度和九個月財務業績報告的一部分。
DITO CME報告，今年1月至9月期間，其
收入為3.27億元，毛利潤為2.87億元。
然而，它表示，由于將DITO電信併入
公司，運營費用增加至17.46億元，因此DITO
CME報告經營虧損為14.59億元。
包括13.40億元的其他費用，DITO CME
報告淨虧損為28.08億元。
運營費用增加主要是由于涉及在菲律賓

各個地區推出DITO電信的費用，以令人滿意
地履行其在公共便利和必要性證書（CPCN）
下的義務和承諾。
DITO電信于今年3月初開始商業運營，
此後已在340多個城市和直轄市開展業務，建
造了3300多個信號塔，並為其供電，另外還
有4000多個正在動員中，這些信號塔計劃在
未來12個月內上線。
自今年3月以來，DITO電信已經獲得了
400萬用戶。
DITO CME總裁埃裡克·阿爾貝托說：
「DITO電信正在玩長期遊戲。從第一天起，
我們就已經提到，從頭開始建設電信公司將
需要大量資本，但至少可以說，在短短九個
月的運營中達到的里程碑，這令人鼓舞。」
DITO電信于2019年7月獲得國家電信委

員會(NTC)授予的牌照。然後，它在2021年1
月和7月通過了兩次技術審核，並獲得了25年
的特許經營權，有效期至2048年。
阿爾貝托說：「在商業發佈後的短短九
個多月內獲得了超過400萬用戶，這肯定了有
很大一部分市場會尋求替代的快速、可靠和
廣泛可用的移動服務，其產品提供簡單、易
于理解、易于購買，並且專門滿足了我們精
通數字的消費者不斷增長的需求。」
DITOCME首席運營官唐納德·林補充：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您將聽到更多我
們通過Luna Academy在線學習的數字計劃、
通過Unalytics進行的客戶數據分析以及通過
Acuity Global的營銷和媒體解決方案。這些計
劃現在開始取得成果，並將證明與DITO電信
具有強大的協同作用。」

前九個月社保署發放8.7億元失業救濟金
本報訊：社會保障署(SSS)週二表示，今
年1月至9月，它已向67937名會員發放了價值
8.6999億元的失業救濟金。
社保署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奧羅拉·伊格納
西奧說：「我們完全理解被解雇的私營部門
工人的困境。憑借這一里程碑式的好處，我
們將繼續致力于在大流行病期間提供財政援
助。」
「此外，由于在My.SSS門戶的電子服務
選項卡中包含失業救濟金申請，非自願分居
的成員可以更方便地選擇在線提交申請。」
失業救濟金是第11199號共和國法案，即
2018年社會保障法案規定的SSS管理計劃的額
外福利。
該福利涵蓋員工，包括與各自工作分開

的「家族女傭」和海外菲律賓工人成員。
根據該養老基金，因安裝節約人工裝
置，業務關閉或停止運營，以及因法律禁止
繼續僱用或因病而受到非自願離職影響的成
員均可申請這項福利。
它說，經濟不景氣和自然或人為造成的
災難（例如COVID-19大流行）也被視為非自
願離職。
社保署指出，會員的年齡和已發佈的供
款數量是發放失業救濟金的關鍵條件。
成員在非自願離職時，年齡不得超過60
歲。
至於地下/露天礦工和賽馬騎師，他們的
年齡分別不應超過50歲和55歲。
會員必須至少支付36個月的會費，其中

12個月應在緊接非自願離職月份之前的18個
月內。
例如，在2021年9月15日非自願離職的成
員必須有至少12次，從2020年3月到2021年8
月的每月已公佈的供款，才有資格獲得失業
救濟金。
前提是截至2021年9月，他至少有36個月
的供款，總共至少需要三年。
為領取失業救濟金，會員可在SSS網站
上使用其My.SSS帳戶登錄，並提交必要的信
息，例如就業類別、非自願離職日期、非自
願離職原因和僱主名稱。
會員還將被要求註冊一個有效/正確的支
付賬戶，以確保在他們的索賠獲得批准後正
確接收他們的失業救濟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