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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市場匯價
     新華社北京11月24日電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11月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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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如下:
   100美元　　　　　　　　　　　　639.03人民幣
   100歐元　　　　　　　　　　　　718.65人民幣
   100日元　　　　　　　　　　　　5.5497人民幣
   100港元　　　　　　　　　　　　82.001人民幣
   100英鎊　　　　　　　　　　　　854.87人民幣
   100澳元　　　　　　　　　　　　461.64人民幣
   100新西蘭元　　　　　　　　　　444.36人民幣
   100新加坡元　　　　　　　　　　467.88人民幣
   100瑞士法郎　　　　　　　　　　684.64人民幣

披 索 匯 價
（二○二一年十一月廿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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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老鐵路國內段
實現移動網絡全覆蓋

新華社昆明11月24日電 據中國鐵塔

股份有限公司雲南省分公司消息，11月

24日，專業技術人員對中老鐵路國內段

移動通信信號進行了測試。測試結果顯

示，全程語音通信質量平穩，移動、電

信、聯通用戶手機上網速率基本達標，

標誌著中老鐵路國內段實現移動網絡全

覆蓋。

中老鐵路全長1000多公里，北起

雲南省會昆明，南至老撾首都萬象。其

中，新建國內玉溪至磨憨段500多公里，

有隧道93座，橋樑136座，橋隧比高達

87.3%，實現移動網絡全覆蓋難度較大。

對此，中國鐵路昆明局集團有限公

司與中國鐵塔、中國移動等攜手推動，

今年3月全面開工建設移動通信網絡。

「鐵路沿線每500米就需要建設一座

通信基站，80%的新建站點位于原始雨林

『無電區』，很多地方只能採取最原始

的人背馬馱運輸材料設備。」

中鐵電氣化局中老鐵路公網項目負

責人竇小根說，建設者克服沿線點多線

長、運輸不便等困難，如期完成建設任

務，確保了公眾通信網絡與中老鐵路同

步建成。

據中國鐵塔股份有限公司雲南省分

公司介紹，今後，旅客乘坐中老鐵路動

車出行時，可以使用移動、電信、聯通

提供的4G移動網絡，部分區域還能使用

5G移動網絡。

A股延續分化格局 
滬指3600點得而復失

新華社上海11月24日電 24日A股延續

分化格局。

上證綜指盤中3600點整數位得而復

失，尾盤小幅收紅。深市兩大股指和科

創50指數繼續收跌。

當日上證綜指以3590.02點微幅高

開，全天呈現先抑後揚格局。盤中滬指

下探3575.29點後震盪回升，午後一度升

破3600點整數位。

摸高3602.74點後滬指漲幅收窄，最

終收報3592.70點，漲3.61點，漲幅僅為

0.10%。

深證成指收報14887.60點，跌17.53

點，跌幅為0.12%。創業板指數跌0.40%，

收報3478.66點。科創50指數跌0.27%至

1472.22點。

滬深兩市個股上漲數量略多。創業

板新股N海力掛牌上市，首日漲幅超過

170%。

行業板塊同樣漲多跌少。服裝、白

酒、煤炭板塊表現較好。飼料板塊繼續

表現疲弱，航天國防、農業、化纖、汽

車等板塊跌幅靠前。

滬深兩市分別成交4810億元和7214億

元，總量在前一交易日基礎上繼續小幅

萎縮。

中國商飛國產民機維修基地在成都投運
11月24日，成都航空一架ARJ21飛機停靠在中國商飛國產民機維修基地門前。當日，中國商飛國產民機維修基地投運暨成都航空ARJ21

飛機整機維修啟動儀式在成都雙流舉行，這是第一次在四川地區開展的國產民機高級別定檢維修，意味著成都正式擁有國產民機高級別定檢
維修能力。	 	 	 	 	 	 	 	 	 	 	 	 	 	 	 <中新社>

SM Prime將在加洛干市
開設新購物中心

本報訊：儘管大流行病，但施至成家

族領導的房地產開發商SM Prime控股公司將

推動其在大馬尼拉的新購物中心的開業，寄

希望于該地區經濟的重新開放和放寬出行限

制。

SM Prime週三在提交證券署的聲明中

說，公司在加洛干市的SM City Grand Central

將于11月26日（星期五）開業。

位于加洛干市的最新開發項目將為公司

的商場組合增加超過116000平方米的總建築

面積(GFA)，將提供六層零售空間。

SM Prime總裁林俊杰表示：「鑒于菲

律賓主要關鍵地區（主要是大馬尼拉）的

COVID-19狀況不斷改善，隨著經濟開始重新

開放，我們很高興歡迎客戶來到我們最新的

購物中心SM City Grand Central。」

他補充說：「當您訪問SM購物中心時，

將實施相同的健康和安全協議標準，以提供

安全舒適的購物和用餐體驗。」

SM City Grand Central將設有700多個停

車位、四個數字電影院、兩個經理俱樂部 

（Director's Club）、兩個普通電影院、美食

廣場。

Cyber zone、外交部(DFA)衛星辦公室、

聖母瑪利亞玫瑰教堂和室內天窗公園。

林俊杰說：「當這場大流行病開始時，

SM將繼續支持政府的COVID-19應對計劃，

以便我們所有人都能期待來年更美好、更光

明。」

SM Prime表示，它仍然致力于作為經濟

增長的催化劑，提供創新和可持續的生活方

式城市，從而豐富數百萬人的生活質量。

美釋放石油儲備 菲股披索走高
本報訊：週三投資者注意到美國政府幫

助應對全球油價上漲的計劃，這提振了本地

市場的情緒，披索匯率也反映了這一點。

基準綜合指數截至收盤時上漲17.94點，

漲幅為0.24％，至7419.10點；而全股指數2.1

點，漲幅為0.05％，至3935.54點。

當天大部分行業指數也下跌，其中工

業指數下跌0.65％；金融業，下跌0.26％；

採礦/石油業，下跌0.22％；和服務業，下跌

0.17％。

與此同時，房地產業上漲1.17％，控股

公司上漲0.38％。成交總量達到14.7億股，價

值86.2億元。共計88只個股上漲，93只下跌，

53只收盤保持不變。

雷吉納資本發展公司銷售主管路易斯·林

寧安說：「在美國總統喬·拜登表示，美國政

府將動用戰略石油儲備，作為能源消耗國，

以平息2021年石油價格快速飆升，

然而菲律賓股市再次下跌。」

與此同時，披索對美元匯率收于50.34

元，好于前一天的50.59元。

當天披索開盤于50.57元，好于前一個交

易日的開盤價50.70元。

全天披索在50.62元至50.34元之間交易，

平均交易價格為50.518元。

成交額達到9.094億美元，低于週二的

12.4億美元。

陸諾：為可持續發展 政府與私營部門加強合作
本報訊：菲律賓央行(BSP)行長本杰明·

陸諾強調政府和私營部門合作對實現可持續

發展議程目標的重要性。

陸 諾 週 三 在 戰 略 與 國 際 研 究 所

(ADR)2021年菲律賓會議上的演講中表示，可

持續性已經吸引了全球觀眾的討論，最近的

一次是在蘇格蘭格拉斯哥舉行的COP26峰會

上。

他說：「如果所有這些都與受監管的

金融機構、其他政府機構和主要利益相關者

合作完成，央行促進可持續發展議程的里程

碑和舉措將變得更有意義，並產生切實的成

果。」

陸諾表示，央行正在引領我國可持續金

融的發展，並積極參與國際討論和倡議。

他表示，作為機構間金融部門論壇(FSF)

的一部分，菲律賓央行堅定地確保將可持續

性原則納入其受監管機構的運營，從而有助

于建立共同標準並協調監管期望。

此外，中央銀行于2019年啟動了可持續

中央銀行計劃，該計劃體現了菲律賓央行作

為推動金融體系可持續發展的推動者、動員

者和執行者的角色。

陸諾表示，可持續中央銀行計劃的實施

符合菲律賓央行的雙管齊下的方法，即能力

建設和意識舉措以及通過發佈相關法規將可

持續金融納入主流。

他說，菲律賓央行已經發佈了兩項法

規——2020年4月發佈的可持續金融框架，

以及今年10月發佈的環境和社會風險管理框

架。

他補充說，央行也正在考慮採取激勵措

施來鼓勵銀行進一步支持可持續發展議程。

陸諾說，貨幣當局提議將可持續金融視

為符合農業部門所需信貸的允許形式之一。

他說：「我們希望通過修改《農業法》

的法案實現兩件事：首先將可持續金融納入

主流，其次，減輕氣候變化對農業部門的影

響。」

銀行通常不遵守向農業和土地改革受益

者提供的必要貸款，因為這些被視為風險部

門。

因此，金融機構為此被處以數百萬元的

罰款。

陸諾表示，貨幣當局致力于通過意識和

能力建設來指導金融體系，並為可持續金融

的發展提供場所。

他表示，央行力圖讓所有利益相關者

參與進來，並指出「環境和社會風險不僅是

商業風險，也是影響每個人和子孫後代的風

險。」

他補充說：「最後，菲律賓央行目標在

于為後疫情經濟和菲律賓金融體系走上更穩

定、更有彈性和包容性的道路。」

十月份國際收支順差達到11.4億美元
本報訊：今年10月份，我國的國際收支

順差達到11.4億美元，低于去年同月的順差

34.4億美元。上個月的國際收支順差反映了

主要來自國家政府（NG）在菲律賓中央銀行

（BSP）的淨外幣存款和菲律賓央行來自海

外投資的收入。10月份的國際收支順差，使

今年前10個月的國際收支累計順差達到4.76

億美元，扭轉了今年前九個月赤字6.65億美

元。當前年初至今的國際收支水平低于去年

同期錄得的順差103.1億美元。

根據初步數據，這一累計國際收支順差

部分歸因于個人匯款的淨流入、國家政府的

淨外國借款、外國直接投資和服務貿易。

國際收支狀況反映了最終外匯儲備總額

(GIR)水平從2021年9月末的1066億美元增至

2021年10月末的1078.9億美元。

最新的外匯儲備水平代表了足夠的外部

流動性緩衝，相當于10.8個月的商品進口和

服務支出。

最新的數字也相當于原始期限的短期外

債的7.9倍和基于剩餘期限的5.5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