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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市場匯價
     新華社北京11月22日電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11月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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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如下:
　100美元　　　　　　　　　　　　639.52人民幣
　100歐元　　　　　　　　　　　　720.86人民幣
　100日元　　　　　　　　　　　　5.6054人民幣
　100港元　　　　　　　　　　　　82.096人民幣
　100英鎊　　　　　　　　　　　　858.86人民幣
　100澳元　　　　　　　　　　　　462.52人民幣
　100新西蘭元　　　　　　　　　　447.05人民幣
　100新加坡元　　　　　　　　　　469.42人民幣
　100瑞士法郎　　　　　　　　　　687.94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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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兌台幣匯率 27.792元

大岷區豬肉和雞肉價格上漲
本報訊：在假期期間，大馬尼拉地區市

場的豬肉和雞肉價格上漲。

據瞭解，計順市Litex市場上一公斤豬肩

肉(Kasim)和豬腿肉(Pigue) 的售價為310元。

而五花肉（Liempo）的售價為每公斤340

元。

一隻整雞的售價為每公斤160元。

而精選切塊雞肉的售價為每公斤180元。

一位供應商說：「我希望他們不要再漲

價了，因為我們很難賣。顧客幾乎買不起任

何東西。」

在Marikina公共市場，一公斤豬肩肉和豬

腿肉的售價為320元至330元，而五花肉的售

價為每公斤370元至390元。

一隻整雞的售價為180元，而精選切塊雞

肉的價格為每公斤200元。

Samahang  Indus t r i yang  Agr iku l t u r a

（SINAG）主席羅森多·蘇表示，肉類的農場

門價格上漲是由于生產成本上升。

蘇氏說：「供應沒有問題。飼料成本上

漲了，但燃料價格也上漲了，對吧？」

此外，農業部表示豬肉供應仍然受到于

非洲豬瘟的影響。

農業助理部長諾埃爾·雷耶斯說：「生豬

肉價格昂貴，因為非洲豬瘟導致豬肉供應仍

然有限。」

他說：「我們最近才開始復甦。影響豬

肉價格的另一個因素是假期期間的需求。」

1300噸四川茶葉搭乘專列出口烏茲別克斯坦
11月22日，成都，滿載著價值410萬美元的1300噸四川茶葉的專列從成都國際鐵路港出發，啟程前往烏茲別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圖為四

川茶葉出口中亞專列啟程出發。		 	 	 	 	 	 	 	 	 	 	 	 <中新社>

惠譽解決方案預計明年央行將上調利率75個基點
本報訊：惠譽解決方案預計菲律賓中央

銀行（BSP）將在2021年保持關鍵利率穩定，

但預計隨著經濟復甦，2022年政策利率將總

共上調75個基點。

該金融信息服務公司在一份報告中指

出，由于經濟挑戰依然存在且國內通脹率仍

居高不下，貨幣當局努力繼續支持經濟。

它說：「我們預測菲律賓央行將在2022

年開始其加息週期，預計政策利率將從2021

年底的2.00％上升到2022年底的2.75％。」

在11月18日央行決策貨幣委員會(MB)的

利率制定會議上，董事會繼續維持其關鍵政

策利率，隔夜逆回購(RRP)利率處于創紀錄的

2％的低位。

作為央行在大流行期間幫助維持經濟

的措施的一部分，央行的主要政策利率已在

2020年總共削減了200個基點。

惠譽解決方案表示，「鑒于菲律賓到

2021年面臨的經濟挑戰」，人們普遍預計貨

幣委員會上周的決定。它表示：「事實上，

儘管金融市場對菲律賓貨幣政策緊縮週期

變得越來越強硬，但預計加息將于2022年開

始。」

報告解釋說，隨著貨幣委員會的最新利

率決定，實際政策利率仍為負值，為-2.6％。

今年10月底的平均通脹率為4.5％，高于

政府2％-4％的目標區間。

在今年8月達到4.9％，為2019年1月以來

的最高水平，我國的物價漲幅在10月已放緩

至4.6％。

當局將通脹率升高歸因于供應方因素，

例如豬肉供應等，原因是非洲豬瘟(ASF)和全

球油價上漲。

惠譽解決方案預測通脹將保持在政府目

標區間的上半部分，直到2022年的平均水平

為3.7％。如果不包括波動較大的食品和能源

項目的核心通脹出現更快的增長，它就會看

到「來自央行的更激進的貨幣緊縮週期」。

僅今年10月，核心通脹率就從一個月前

的3.5％放緩至2.5％。迄今為止的平均核心通

脹率為3.6％。

相對而言，惠譽解決方案表示，在主要

經濟體收緊貨幣政策的背景下，我國的低政

策利率預計會對國內貨幣構成壓力，目前披

索對美元匯率穩定在50元水平。

陸諾強調需要進一步提升菲律賓人的金融知識
本報訊：菲律賓央行(BSP)行長本杰明·

陸諾強調需要進一步提高菲律賓人的金融素

養，尤其是在數字交易增加的情況下，不僅

指出其對個人而且對經濟的優勢。

陸諾週一在為期五天的虛擬第四屆金融

教育利益相關者博覽會開幕期間的講話中表

示，中央銀行及其在私營部門的合作夥伴旨

在「通過數字技能建設積極補充傳統的金融

素養計劃，以提高金融彈性。」

他說：「一個經濟上有彈性的公民可以

更有生產力，並對國家建設做出更有意義的

貢獻。」

他說，大流行病幫助改善了菲律賓人的

財務行為，因為現在有更多人在儲蓄、享受

健康和人壽保險，並為退休做準備。

陸諾援引來自各個實體的數據表示，對

個人股權和退休賬戶(PERA)的繳費從2019年

的1388筆增加到2020年的2671筆。

此外，2019年的人壽保險賬戶總數為

3910萬，次年增加到4350萬。

相對而言，非壽險在2019年達到980萬，

但在2020年躍升至3030萬。

在大流行病之前，參加中央銀行金融包

容性調查的菲律賓人中約有48％表示他們有

儲蓄，但這一比例在2019年增加到53％。

大約18％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將儲蓄存入

銀行，而這一比例在2019年增至21％。

陸諾援引世界銀行(WB)2015年關于成年

人金融素養的調查稱，菲律賓人的金融素養

在該地區落後于本地區的25％，而新加坡為

59％，緬甸為52％，馬來西亞為36％。

他說，菲律賓受訪者只能正確回答七個

金融知識問題中的三個，並且在通貨膨脹、

利息計算和簡單除法方面得分較低。

這些結果與中央銀行進行的相關調查相

呼應，該調查表明，50％的成年人仍將儲蓄

留在家中，50％的人從非正式放債人處獲得

貸款。

他還表示，「每100名菲律賓人中就有一

人成為投資騙子的受害者，總損失超過250億

元。」

他說：「這些經歷告訴我們，還有很長

的路要走。許多菲律賓人仍在推遲儲蓄、信

貸管理不善、繞過合法的投資機會，或成為

投資騙局的受害者。」

因此，政府和私營部門之間加強了夥伴

關係，以提高學生和成年菲律賓人的金融教

育和識字率。

162億元新投資將為蘇比克灣創造近73000個新工作崗位
本報訊：蘇比克灣城市管理局(SBMA)已

批准總價值為162億元的新投資提案，重申該

自由港作為我國最大的商業目的地之一的地

位。

SBMA局長威爾瑪·埃斯馬週一表示，新

投資預計將在自由港區創造72722個新工作崗

位。

她指出，新的商業提案是由7月至9月期

間尋求註冊為蘇比克商業的40家公司以及三

個現有進駐者提出的，這些進駐者承諾為總

計4944萬元的擴張項目進行額外投資。

新投資包括15個休閒產業項目、13個一

般商業項目、11個物流項目、1個信息通信技

術項目，擴張項目均為製造業項目。

根據SBMA商業和投資處(SBMA-BIG)的

數據，今年第三季度批准的新項目比去年同

期的12個新項目增加了233％。在新工作崗

位方面，比2020年發佈的163個增加了4百多

倍。

SBMA商業高級副局長雷納托·李表示，

最大的投資建議來自蘇比克最高工業公司，

該公司承諾為休閒項目投入155億元；另一

個來自Empress海運蘇比克公司，2.012億元

的休閒項目；比科爾燃油和航運（國際）公

司,1.793億元的物流項目；SBGP食品服務公

司，7462萬元的項目；和大福源公司，5728

萬元的一般業務。

與此同時，最大的擴張項目承諾來自菲

律賓Easepal技術公司。

金額達到3745萬元；而生產運動休閒用

品和服裝的菲律賓Easepal公司也承諾為其擴

張再僱傭810名工人。

李氏在SBMA-BIG的2021年第三季度報

告中還表示，該機構正在考慮至少18個新項

目，包括與國內三大領先電信公司的共址協

議。

他說，SBMA還在審查和修改業務流

程，包括關于徵收履約保證金的綜合政策，

以進一步縮短處理和簽發營業許可證的時

間，並確保這裡的業務進駐者對開發承諾進

行有效監控。

埃斯馬表示，持續的健康危機最初可能

導致蘇比克的一些公司倒閉。

「但我們肯定會捲土重來，成為首選的

投資目的地。」

他在聲明中說：「除了穩健的經濟政策

在大流行期間為投資者提供了急需的支持和

喘息之機外，蘇比克出色的安全記錄歸功于

利益相關者在遵守衛生措施方面的合作，也

為獲得新投資者的信任發揮了重要作用。」

埃斯馬指出，SBMA一直是商務會議、

體育比賽和Covid-19大流行病高峰期的「泡沫

事件」的首選目的地，也是國際船員輪換和

海外菲律賓工人遣返的中心。

菲股收盤基本持平 
披索匯率走弱

本報訊：在美國感恩節假期前，週一

菲律賓股市收盤橫盤整理，與本地區的同

類指數相似，但披索對美元匯率走弱。

基準綜合指數截至收盤時上漲2.10

點，漲幅為0.03％，至7282.67點；而全

股指數上漲0.84點，漲幅為0.02％，至

3878.95點。

大多數行業指數當天收盤下跌，其中

工業指數下跌0.30％。

服務業、房地產和控股公司分別下跌

0.17％、0.15％和0.09％。

另一方面，金融板塊上漲0.69％，礦

業和石油板塊上漲0.49％。

成交總量達到10.6億股，價值85億

元。

共計71只個股上漲，117只下跌，51

只收盤保持不變。

雷吉納資本發展公司(RCDC)的銷

售主管路易斯·林寧安指出，「從歷史上

看，股票在感恩節那一周有逆勢上漲的良

好記錄。」

他說：「然而，全球Covid-19病例的

捲土重來可能會削弱或限制本周股市的漲

幅。」

與此同時，他表示：「預計投資者還

將關注美國總統喬·拜登在未來幾天內選

擇的下一任美聯儲主席人選。」

此外，他表示，國際基準布倫特原

油價格下跌2.5％，至每桶79.19美元，西

德克薩斯中質原油(WT)下跌3％，至每桶

76.63美元。

另一方面，本地貨幣對美元匯率從上

週五的50.41元收盤下跌至50.65元。

當天披索開盤于50.53元，全天在

50.80元至50.53元之間交易，平均交易價

格為50.662元。

成交總額為14億美元，高于前一個交

易日的11.9億美元。

福建加快發展清潔能源 
平潭實現全綠電供應

中新社福州11月22日電　進入冬季大

風期，福建沿海頻頻拉響海上大風警報。

但豐沛的海風雖然對生產生活有所影響，

卻助力產出源源不斷的清潔能源。

自10月份進入盛風期以來，福建省平

潭綜合實驗區風電最大出力已超過31.9萬

千瓦，達到該實驗區最大用電負荷的兩到

三倍。國家電網福建電力有限公司22日通

報，這標誌著平潭綜合實驗區實現了全綠

電供應，在滿足本地用電需求的基礎上，

還可向島外輸送綠電。

平潭作為中國大陸距離台灣最近的島

嶼，也是大陸唯一集「國際旅遊島、自貿

試驗區、綜合實驗區」三項區域政策疊加

的地區。福建農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戴永

務教授認為，全綠電供應的實現將使平潭

成為中國沿海島嶼能源供應的典範，助力

當地高質量發展，為台胞在平潭就業創業

創造更優的發展環境。

福建是首個國家生態文明試驗區，在

加快生態文明建設的新形勢下，福建省發

揮區位優勢，加快發展核、風、光、氣等

清潔能源，大力優化調整能源結構。中國

工程院院士劉吉臻表示，依托海上風電、

核電等資源稟賦，福建加快構建低碳電力

系統，將推動綠色低碳發展。

海上風電已成為福建優化能源結構和

電源佈局的發力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