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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市場匯價
     新華社北京11月17日電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11月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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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如下:
　100美元　　　　　　　　　　　　639.35人民幣
　100歐元　　　　　　　　　　　　723.71人民幣
　100日元　　　　　　　　　　　　5.5646人民幣
　100港元　　　　　　　　　　　　82.093人民幣
　100英鎊　　　　　　　　　　　　858.21人民幣
　100澳元　　　　　　　　　　　　466.64人民幣
　100新西蘭元　　　　　　　　　　446.87人民幣
　100新加坡元　　　　　　　　　　471.21人民幣
　100瑞士法郎　　　　　　　　　　687.12人民幣

披 索 匯 價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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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航下個月將增加國內航班
本報訊：隨著更多當地目的地放寬旅行

限制，亞航菲律賓公司將從12月開始增加其

國內航班頻率。

亞航菲律賓公司發言人史蒂夫·戴利桑週

三告訴記者：「亞航對被壓抑的航空旅行需

求非常樂觀，尤其是在12月至明年1月的高峰

期。我們的『全明星』團隊已準備好迎接這

一重大發展，通過增加我們在大多數主要目

的地的航班頻率，同時確保在地面和飛行中

提供我們世界上最好的服務。」

他說，儘管放寬了旅行限制，但承運人

將永遠不會停止提醒乘客在航班的所有接觸

點都有安全文化。

以下為截至12月，國內目的地的航班增

加頻率：

*馬尼拉--卡提克蘭，從每週18次變為每

週28次；

*馬尼拉--怡朗，從每週4次變為每週7

次；

*馬尼拉--塔克洛班，從每週14次增加到

每週21次；

*馬尼拉--塔比拉蘭，從每週7次增加到

每週11次；

*馬尼拉--公主港，從每週3次變為每週6

次；

*馬尼拉--巴科洛德，從每週兩次到每週

7次；

*馬尼拉--卡利博，從每週3次增加到每

週7次；

*馬尼拉--宿務，從每週14次變為每週21

次；

*馬尼拉--卡加延，每週4次變為每週5

次。

亞航菲律賓表示將保留以下目的地的

當前航班頻率：馬尼拉--達沃每週7次，馬尼

拉--三寶顏每週4次，馬尼拉--桑托斯將軍城

每週兩次。

該航空公司還將從12月4日開始恢復國

際服務，但僅限于海外菲律賓工人和商務旅

客。將提供每週一次飛往新加坡和每週兩次

飛往香港的航班。

與此同時，該航空公司週三宣佈，飛機

內不再需要佩戴面罩，將繼續實施健康和安

全協議。

戴利桑表示，他們還計劃引入一種生物

識別技術，其中將使用面部識別來代替登機

牌。

這將在亞航員工中進行試點測試。

MREIT收購四項主要資產

本市訊：MREIT, Inc.，是鄉鎮發展商美

加商場（Megaworld）的房地產投資信託公

司，將在今年12月前完成對四座經PEZA認證

的優質甲級房產的收購。

該公司正在尋求收購位於怡朗商業園區

（Iloilo Business Park）的Two Techno Place、

Three Techno Place和One Global Center以及位於

沓義市McKinley Hill 的World Finance Plaza，

這些收購還有待最終批准。這四座頂級寫字

樓的總建築面積為55,700平方米，平均入住率

為99%。鑑於MREIT目前的資產負債表上沒

有銀行債務，此次收購將通過新借款籌集資

金，以進一步提高回報。

一旦完成收購，MREIT的投資組合總租

賃面積將增加25%，從224,431平方米增加到

280,131平方米。此外，MREIT的管理層將確

保收購將在這樣的條款下完成，這將為其股

東帶來更高的價值。

MREIT總裁兼首席執行官Kevin Andrew L. 

Tan說：「我們堅定不移地將 MREIT 打造成

菲律濱乃至東南亞地區最大的寫字樓房地產

投資信託基金之一，此次收購只是實現公司

巨大增長潛力的第一步。我們希望在今年 12 

月之前完成交易，並預計這些資產將從 2022 

年 1 月開始為 MREIT 貢獻收入。」

在較早前，該公司透露計劃在 2022 年底

之前注入約 100,000 平方米的額外辦公樓總建

築面積，約占公司總投資組合的 45%。該交

易是實現這一目標的第一波收購浪潮。

這些屬性得益於一個由BPO組成的非常

穩定的租戶基礎。這包括著名的公司，如

Transcom, WNS和Nearsol。這些寫字樓也位於

黃金地段。即使在疫情期間，對IloIlo Business 

Park和McKinley Hill的辦公空間需求仍然很

高，特別是來自業務流程外包公司的需求。

這有助於確保創收的穩定性，並為MREIT提

供良好的有機增長。

Tan先生說：「增長的質量對我們也很

重要。因此我們在選擇收購的房產時非常慎

重。通過這種方式，我們不僅確保了我們創

收的可持續性，而且為資本增值提供了一條

清晰的道路。」

SM City Sta. Mesa的寵物公園現在正式開放
SM City Sta. Mesa的寵物公園現已正式

開放，各地的寵物主人現在可以在寵物公園

內，與其小毛孩享受一些遊戲時間。

SM City Sta. Mesa 與Nutri Chunks PH 合

作，在2021年11月12日至13日進行了免費的

抗狂犬症疫苗接種和寵物自助餐活動。大約

120隻狗得到了額外的保護，並在寵物公園享

受了無限次的免費Nutri Chunks狗糧。

對你的寵物來說，這是一個豐富的假期

季節，因為這只是SM City Sta. Mesa和Nutri 

Chunks PH為小毛孩做的許多活動之一。下一

次免費抗狂犬病和寵物自助餐活動將於2021

年11月26日和27日以及2021年12月10日和11日

進行。

圖示：（左至右：SM City Sta. Mesa的
購物中心經理Von Aaron Tan、Nutri Chunks 
PH代表Dr. Razel Grace Bognot和Bernie 
Alfonso）

菲律賓仍然是
智能電網技術的主要市場

本報訊：隨著電網現代化的推進，菲律

賓仍然是智能電網技術的重要市場，G&W電

力公司亞太地區北區銷售經理恩裡科·卡馬喬

（Enriko Camacho）表示。卡馬喬在週三的新

聞發佈會上說：「我們一直在與這裡不同的

（配電）公用事業公司開展業務，我可以說

我們亞太市場的很大一部分來自菲律賓。」

他說，菲律賓占G&W電力公司亞洲市場

的60％。卡馬喬表示，G&W電力公司一直在

與國內的主要配電公司和電力合作社合作，

為電網技術提供產品和解決方案。

該公司的區域副總裁吉英·謝表示，菲律

賓智能電網技術市場仍有機會，政府努力為

整個國家和資產現代化注入活力。

避險情緒導致股市下滑 
披索匯率橫盤整理

本報記地：避險情緒導致本地股市綜合

指數週三收跌，但披索對美元匯率最終橫盤

整理。

基準綜合指數截至收盤時下跌17.6點，

跌幅為0.24％，至7349.82點。

而全股指數下跌3.67點，跌幅為0.09％，

至3958.00點後

各行業指數漲跌各一半。採礦/石油業領

導上漲，漲幅為1.82％；其次是金融業上漲

1.16％；工業，上漲0.18％。

另一方面，服務業指數下跌0.92％；

房地產指數下跌0.77％；控股公司指數下跌

0.47％。

成交總量達到8.3291億股，價值74.6億

元。

共計101只個股上漲，87只下跌，58只收

盤保持不變。

週二美國股市上漲，但本地股市仍然收

盤下跌。

雷吉納資本發展公司(RCDC)銷售主管路

易斯·林寧安表示，美國股市的積極情緒「受

到零售業樂觀消息的提振」，2021年10月零

售額環比增長1.7％，核心零售銷量超出預

期。

與此同時，披索從一天前的50.30元收于

50.39元。

當天披索開盤于50.38元，低于前一個交

易日的50.15元。

全天披索在50.47元至50.34元之間交易，

平均交易價格為50.395元。

成交額達到11.3億美元，低于前一個交

易日的13.9億美元。

菲人投資發展公司第三季度
淨利潤增長22％至20億元

本報訊：吳天恩家族領導的企業集團菲

人投資發展公司(FDC)報告，第三季度其淨利

潤為20億元，比去年的16億元高出22％。

這使今年前九個月的淨利潤達到62億

元，比去年同期的88億元下降了30％。

菲人投資發展公司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吳

清川(Josephine Gotianun-Yap）說：「儘管去年

8月在首都地區和附近省份實施了更嚴格的檢

疫措施，但我們對第三季度大部分業務部門

的復甦感到滿意。我們樂觀地認為，隨著經

濟的重新開放，改善的軌跡將持續下去。我

們開始看到的流動性增加非常令人鼓舞。」

在這9個月期間，銀行業占公司淨利潤

的一半，而由房地產和酒店部門組成的房地

產業務的貢獻占31％。

電力子公司貢獻了14億元的淨收入，占

總收入的15％，其餘4％來自其他業務。

僅在第三季度，由于房地產和電力業務

的改善，收入和其他收入下降了4％，至161

億元。前九個月期間的收入和其他收入達到

480億元。

東盛銀行對集團的淨收入貢獻為51億

元，比去年同期的58億元減少13％，主要是

由于貸款收入和交易收益下降。

菲人投資發展公司的房地產業務，包括

子公司菲人投資地產公司和菲人投資阿拉邦

公司(FAI)，貢獻了38億元的淨收入，主要是

由于第二季度菲人投資阿拉邦公司共同開發

阿拉邦市的一處優質物業，確認收入為24億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