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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北京11月19日電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11月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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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如下:
100美元
638.25人民幣
100歐元
725.54人民幣
100日元
5.5844人民幣
100港元
81.934人民幣
100英鎊
861.41人民幣
100澳元
464.5人民幣
100新西蘭元
449.34人民幣
100新加坡元
470.51人民幣
100瑞士法郎
689.45人民幣

證交委批准Haus Talk IPO和EEI增發股票
本報訊：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已批准
Haus Talk公司的首次公開募股(IPO)和EEI公司
發行優先股的計劃。
證券交易委員會在11月18日的會議上批
准，批准Haus Talk發行25億股普通股，以及
EEI公司發行6000萬股永久優先股，前提是上
述公司遵守某些剩餘要求。
Haus Talk將向公眾發行最多5億股普通
股，發行價最高為每股1.50元。這些股票將

菲股和披索匯率收盤下跌

本報訊：最新的菲律賓中央銀
行（BSP）利率決定，以及來自美
國的經濟消息，導致週五本地股市
和披索對美元匯率均收盤下跌。
基準綜合指數收盤下跌18.77
點，跌幅為0.26％，至7280.57點；
而全股指數下跌55.59點，跌幅為
1.41％，至3878.11點。
大多數行業指數也以負值結
束交易，採礦/石油業指數下跌
2.84％；金融和控股公司，均下跌
0.66％；和工業，下跌0.03％。
另一方面，房地產上漲
0.35％，服務業上漲0.08％。
成交總量達到21.1億股，價值
220.7億元。
共計66只個股上漲，127只下
跌，49只收盤保持不變。
雷吉納資本發展公司銷售主管路易
斯·林寧安表示：「菲律賓股市下跌，因
為投資者消化了央行的最新聲明、美國零
售商的收益報告以及就業市場的最新消
息。」
林寧安援引菲律賓中央銀行(BSP)官
員週四的聲明，強調貨幣當局努力維持寬
鬆政策立場以支持國內經濟復甦。
週四，央行決策貨幣委員會(MB)指
出，雖然國內增長顯示出持續復甦，但增
長仍很脆弱，因此維持央行的關鍵利率不
變。
在美國，截至11月13日當周，首次申
請失業保險的人數從前一周的269000人降
至268000人。
林寧安表示，這一水平是自去年3月
以來的最低水平，並且是連續第七周下
降。
中華銀行(RCBC)首席經濟學家邁克
爾·裡卡福特將本周綜合指數的收跌歸因
于獲利了結。
他還列舉了投資者對一些歐洲國家
Covid-19感染率再次上升、全球通脹率上
升以及當地市場到年底前的新股銷售和債
券發行的擔憂。
他說：「一些與選舉相關的線索也
可能引發本地股市綜合指數近期的健康獲
利回吐，但仍徘徊在10個月高點之間，並
仍接近大流行病前的高點（自2020年2月
以來）。」
裡卡福特預測綜合指數的下一個即
時支撐位在7200點-7210點之間。
與此同時，披索對美元匯率從一天
前的50.23元，貶值至50.41元。
當天披索開盤于50.27元，略好于前
一天的開盤價50.33元。
全天披索在50.43元至50.21元之間，
平均交易價格為50.332元。
成交額達到11.9億美元，低于前一個
交易日的12.7億美元。

A股市場全面上漲
三大股指漲逾1%
新華社上海11月19日電 19日，A股市
場全面上漲，三大股指漲逾1%。
當日，上證綜指以3519.28點開盤，
上午窄幅震盪，午後快速走高，最終收報
3560.37點，較前一交易日漲39.66點，漲
幅為1.13%。
深證成指收報14752.49點，漲173.32
點，漲幅為1.19%。創業板指數漲1.04%，
收盤報3418.96點。
科創50指數漲1.46%，收盤報1444.78
點。

披索匯價
外匯市場 自 由 市 場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開盤
收盤
成交額
美元

50.270
50.410
$1.19B
50.43
6.620
港元
人民幣
8.000

27.801元
紐約黃金期價 1861.4美元

美元兌台幣匯率

在菲律賓證券署（PSE）的中小板和新興板上
市和交易。
該公司預計將從此次報價中淨賺7.23697
億元。所得款項將用于土地收購、項目開發
和一般企業用途。
Haus Talk成立于2004年，是一家由
Madlambayan家族領導的住宅房地產開發商，
其項目位于安蒂波洛市和內湖省。
該公司已售出近1900套住房，到2023年

將有約2300套在開發中。
該公司聘請菲律賓資本投資公司作為此
次要約的發行經理和承銷商。
EEI公司將以每股100元的發行價向公眾
發行最多4000萬股無投票權的永久優先股，
並提供最多2000萬股優先股的超額認購選擇
權。
假設超額認購期權被全額認購，該上市
建築公司最多可從要約中淨賺59.5億元。

所得款項將用于部分資助EEI公司的未來
項目、支付現有的短期貸款、新設備的資本
支出以及一般企業用途和營運資金需求。
EEI公司的優先股發行時間定于12月9日
至15日，屆時該股將于12月24日在證券署上
市。該公司聘請RCBC資本投資公司作為此次
要約的唯一發行經理，同時該公司還將與SB
資本投資公司一起擔任聯合主承銷商和賬簿
管理人。

現已開始尋找下一個首都銀行基金會傑出菲律濱人
2022年首都銀行基金會傑出菲律濱人提
名現已開始徵集。搜尋下一批成就卓越的菲
律濱人榜樣的工作仍在繼續。所有合資格的
菲律濱教師、軍人和警察都被邀請參加。
在2021年11月5日，首都銀行基金會
（Metrobank Foundation, Inc. 簡稱MBFI）通過
線上活動啟動了2022年傑出菲律濱大獎的提
名期，開始尋找下一批傑出菲律濱人。這個
年度表彰計劃表彰模範的菲律濱教師、軍人
和警察，他們在專業服務和各自社區的貢獻
值得效仿。
由4名教師、3名軍人、3名警察組成的10
名首都銀行基金會傑出菲律濱人將每人獲得
100萬披索（扣除稅金）的獎金、金獎章和一
座獎杯。
得獎者體現「超越卓越」的意義，因為
他們提供超越職責的服務，從而影響他們的
同行和各界。他們的成就和社區參與，幫助
建立了一個更美好的社會，並對人民產生了
持久的正面影響。
首都銀行基金會總裁Aniceto Sobrepeña
說：「這三個部門構成了菲律濱官僚機構的
大部分，事實證明它們非常重要的，特別是
在這個疫情時期。儘管開展在線課程面臨諸
多挑戰，但教師通過注入各種創新，激發了
學習者心中的希望和喜悅；確保在線課程創
造一個有益的學習環境。此外，軍人和警察
儘管知道自己的健康處於風險之中，但仍堅
持確保公共衛生和安全。」
該項目的成功啟動得到了項目合作夥伴
負責人，即教育部長Leonor Magtolis Briones；
高等教育委員會主席Prospero De Vera III；菲
武裝部隊總參謀長Jose C. Faustino, Jr.將軍；
菲國家警總監Guillermo Lorenzo T. Eleazar；馬
加智都會扶輪社社長Jasper Chua；新馬尼拉東
區扶輪社社長Michael Ryan Dela Cruz；菲律賓
儲蓄銀行總裁Jose Vicente Alde的支持。
部長Brione說：「首都銀行基金會一直
在引領著，我很高興能成為高等教育委員
會、菲國警和菲武裝部隊也參與之活動的一
分子。我希望你們能接觸到更多為人民服務
的菲律濱人。更多普通菲律濱百姓冒著生命
和事業的危險，把自己置於危險之中。」

這一獎項邀請所有具備以下基本資格要
求的菲律濱教師、軍人和警察：（1）服務至
少10年，距離退休至少還有3年；(2) 在過去
10年中，至少有一個非常滿意的績效評級；
（3）品行良好，從未因任何行政、刑事或民
事案件被判有罪。
基礎教育教師必須完成學業要求；高
等教育教師必須具有博士學位、碩士學位、
法學博士學位等。上尉到上校的軍人必須完

成學士學位；軍銜從下士到軍士長的，必須
擁有高中以上學歷。最後，從警察下士到警
察上校的警官至少要有學士學位。提交提名
的截止日期是2021年12月31日。欲知有關此
獎項的更多詳情及查閱提名表格，請瀏覽首
都銀行基金會傑出菲律濱人臉書網頁，或首
都銀行基金會網站（www.mbfoundation.org.
ph）。到目前為止，首都銀行基金會自1985
年以來，共表彰了685名教師、軍人和警察。

保險公司提高海外菲律賓工人的金融知識
本報訊：為海外菲律賓工人(OFW)配備
金融知識和保護產品的專業知識，不僅對他
們在國外工作而且在他們決定在這裡定居時
都有益。
保誠人壽總裁兼首席執行官Eng Teng
Wong在週五的虛擬簡報中說，這就是他們與
鄰近業務部門保誠 (柬埔寨)壽險公司合作的
原因。
他說：「海外菲律賓工人是我們現代的
英雄，他們為家人做出的所有犧牲和對經濟
的貢獻。我們堅信，在外國工作多年後，海
外菲律賓工人應該能夠獲得產品和服務，以
幫助他們在菲律賓建立舒適的生活。」
在合作之下，保誠 (柬埔寨)壽險公司將

通過健康和財富管理應用Pulseby Prudential向
海外菲律賓工人提供保護產品。
此外，PRU My Safety的地理定位廣告，
這是一種可通過柬埔寨的Pulse獲得的數字保
護產品，將發送給海外菲律賓工人。
PRU My Safety提供住院、骨折和死亡賠
付的每日現金賠付。
Wong說，他們與保誠柬埔寨的合作為目
前在該國的大約7000名海外菲律賓工人提供
了人壽保護產品。
他說：「這將使他們能夠掌控自己的健
康和財富，並幫助他們充分利用生活。」
Wong拒絕預測在其提供的第一年內可能
使用的保護產品。

但他表示，他們將加倍努力教育駐柬埔
寨的菲律賓工人及其家人的重要性。
保誠人壽高級副總裁兼首席客戶營銷
官Allan Tumbaga表示，他們最初與柬埔寨同
行合作，因為該國的海外菲律賓工人數量眾
多。
他說：「我們希望能夠看到一個可管
理的、目前規模較小的市場。我們正在測試
它，因為這對我們來說是新事物。」
Tumbaga拒絕透露他們將與之建立類似
夥伴關係的下一個國家。
他補充說：「我們從這次努力中學到
的任何經驗教訓都將用于下一次可能的合
作。」

亞行批准
為菲律賓全民健康覆蓋計劃提供6億美元貸款
本報訊：總部位于馬尼拉的多邊貸款機
構亞洲開發銀行 (ADB) 週五表示，它已批准
一項6億美元的政策性貸款，以支持菲律賓全
民健康覆蓋計劃 (UHC) 。
亞行在一份聲明中表示，其「建立全
民健康覆蓋計劃」旨在支持菲律賓政府的舉
措，以改善衛生服務的融資和提供，並採取
措施監測衛生服務提供者的表現。
這符合《全民醫療保健法》，以確保所
有菲律賓人都能公平獲得優質的醫療服務並
避免高額的醫療費用。
亞行東南亞人力和社會發展部主任稻垣
綾子說：「COVID-19大流行凸顯了該國醫
療保健服務提供方面的現有限制，政府試圖
在其大流行健康應對中解決這些問題。該計
劃旨在提高政府實現全民健康覆蓋目標，並
提供及時和公平的醫療保健服務的能力，特
別是為全國各地的窮人和邊緣化人群提供服
務。」
根據法律，作為全民健康覆蓋改革的一
部分，菲律賓已自動將所有菲律賓人納入其
國民健康保險計劃。

它還上調了對酒精、含糖飲料、煙草、
加熱煙草和蒸汽產品徵收更高稅收的收入，
以幫助資助全民健康覆蓋和擴大初級保健服
務。
亞行東南亞首席衛生專家愛德華多·班松
（Eduardo Banzon）表示：「亞行的這項新計
劃將幫助政府增加對全民健康覆蓋的融資，
擴大衛生設施和工作人員的供應，促進衛生
保健提供者的整合，並提高衛生系統的效
率。」
該貸款計劃將擴大該部門對數字工具的
使用，並確保在衛生信息系統和數據庫之間
共享數據。
它還將加強衛生部和菲律賓健康保險公
司的實施能力。
並加強與其他政府機構、地方政府單位
(LGU) 和私營部門的合作。
該計劃同樣將支持地方政府部門擴大健
康促進的努力，並幫助改善醫療保健工作者
和醫療保健設施的可及性，尤其是在服務不
足的地方政府部門。
除貸款外，亞行表示將管理日本減貧基

金提供的200萬美元技術援助贈款，以支持地
方政府部門衛生政策改革的實施。
亞行還將在政府準備在2023年之前實施
下一套與全民健康覆蓋相關的改革時提供技
術建議。
該銀行表示，其新計劃是亞行2018年至
2023年菲律賓國傢伙伴關係戰略的一部分，
並支持其專注于增加對來自較低社會經濟群
體的菲律賓人的社會投資。
該銀行表示，亞行正在進行的衛生部門
計劃、項目、技術援助和贈款，包括在大流
行期間啟動的項目，補充了對菲律賓全民健
康覆蓋改革的支持。
亞行正在進行的貸款計劃如下：
* 為抗災能力改善計劃提供5億美元的貸
款；
* 為加強衛生系統以解決和限制COVID19 (HEAL) 提供1.25億美元的貸款；
* 為亞太疫苗獲取機制下的第二次HEAL
提供4億美元的貸款；
* 為位于邦板牙省聖費爾南多的新
COVID-19檢測實驗室提供300萬美元贈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