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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市場匯價
     新華社北京11月25日電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11月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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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如下:
    100美元　　　　　　　　　　　　639.8人民幣
    100歐元　　　　　　　　　　　　716.68人民幣
    100日元　　　　　　　　　　　　5.5415人民幣
    100港元　　　　　　　　　　　　82.045人民幣
    100英鎊　　　　　　　　　　　　852.61人民幣
    100澳元　　　　　　　　　　　　460.67人民幣
    100新西蘭元　　　　　　　　　　439.89人民幣
    100新加坡元　　　　　　　　　　467.54人民幣
    100瑞士法郎　　　　　　　　　　684.79人民幣

披 索 匯 價
（二○二一年十一月廿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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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0月底 

國家政府預算缺口擴大至1.2萬億元
本報訊：國庫局（BTr）週四公佈的數據

顯示，截至今年10月底，由于國家支出超過

了稅收收入，國家政府的預算赤字擴大。

國庫局的數據顯示，政府公佈的預算缺

口為1.203萬億元，比截至2020年10月底公佈

的9406億元赤字擴大了27.94％。

預算缺口為政府2021年1.9萬億元赤字上

限的65％。

僅在10月份，財政赤字達到643億元，比

2020年10月的614億元高4.77％。

中華銀行（RCBC）首席經濟學家邁克

爾·裡卡福特在一封電子郵件評論中說，年初

至今的廣泛預算赤字是由于長期利率上升增

加了我國的債務利息支付，以及今年早些時

候的封鎖措施減少了稅收收入。

支出
截至2021年10月末，國家政府的支出

為3.7萬億元，比去年同期的3.3萬億元增長

11.51％。

期間的利息支付從同比增長10.70％至

3709億元。

與此同時，主要支出總額為3.3萬億元，

同比增長11.61％。

裡卡福特說：「政府增加對COVID-19疫

苗/加強注射的支出，這可能在未來幾個月/幾

年內再次發生，以及相關的準備/物流，包括

測試、檢疫/醫療設施等，仍將增加未來的預

算赤字和政府借款/債務。」

他補充說：「但是，隨著到2021年11月

在全國範圍內轉向警報級別系統，重新開放

經濟的進一步措施將導致轉向精細化/較小的

封鎖，從而減少政府支出和帶來更多稅收，

最終將使許多人有更大的能力。企業/行業在

更高的生產、銷售、淨收入、就業/工作和

其他商業機會方面，從而增加政府的稅收收

入，並有助于在未來幾個月縮小國家的預算

赤字。」

收入
截至今年10月底，國家稅收為2.5萬億

元，比一年前的2.4萬億元增長5％。

2021年前10個月的累計徵收相當于政府

今年2.9萬億元徵收目標的86％。

期間厘務局(BIR)收集了1.7萬億元，同比

增長了6.83％。

厘務局年初至今的收入已達到2.1萬億元

目標的82％。

另一方面，海關局(BOC)收集了5254億

元，增長了17.1％，占今年6167億元目標的

85％。

同樣，由于去年根據《團結一致法案》

(Bayanihan To Heal As One Act)的高基數效應，

國庫局的收入下降了45.07％，至1145億元。

來自其他辦事處或非稅收的收入，包括

私有化收益和收費，共計1297億元，同比增

長23.92％。

裡卡福特說：「在刺激經濟增長和維持

財政管理績效之間存在微妙的平衡，在維持

國家相對有利的信用評級方面能夠幫助降低

借貸成本並改善國家的融資條件，因為有利

的信用評級還增加了可用來自更大的國際債

權人/投資者名單的貸款/信貸，特別是在為各

種COVID-19計劃，以及COVID-19的各種經濟

復甦計劃提供資金方面。」

他說：「希望新的COVID-19病例會隨著

COVID-19疫苗到達和接種的持續增加而進一

步緩解，從而有助于證明經濟進一步重新開

放以實現更正常的狀態，同時也考慮到醫療

保健系統的能力。」

美食的樂趣：植根傳統、風味和慶典的91年
本市訊：分享食物一直是人類歷史的重

要組成部分。除了基本的生存，食物還能讓

你結交朋友、建立聯繫，並象徵著共享的祝

福。

在所有你可能吃過和分享過的食物中，

沒有一種比火腿更能與傳統和記憶聯繫在一

起。沒有它，聖誕節就不一樣了。家庭慶祝

活動，從生日到週年紀念日，通常把它作為

節日大餐的核心。火腿是歡樂、期待和歡慶

的象徵——91年來，有一個品牌經受住了時

間的考驗，與我們一起慶祝每一個歡樂的場

合：King Sue Ham。

慶祝91年的風味和傳統
無論你是需要做一份三明治作為午餐，

還是為一個特殊的場合提供一份令人驚嘆的

主菜，King Sue Ham以其獨特的口味而聞名，

一直以來都是挑剔的味蕾的選擇。

King Sue Ham的目標很簡單，它的標語

也說明了一切——「適合國王的品味」。多

年來，它的招牌產品一直是家庭的主食，因

為該品牌保持了其最初聞名的卓越品質和口

味。

該品牌的深刻歷史始於King Sue Ham的

創始人Cu Un Kay先生，他從中國福建省來到

菲律濱，精心完善了中國火腿的手工製作工

藝，這就你今天認識並喜愛的口味。

近一個世紀以來，King Sue Ham一直深

受人們的歡迎，並成為慶祝活動的一部分，

因為它保持了其原有的品質和味道。King 

Sue Ham一直是家庭和家族歷史的重要組成部

分，他們很榮幸能有機會在未來建立更多的

回憶。

創新是成功的秘訣
隨著King Sue Ham繼續確立自己作為現

代家庭的主糧，該公司不斷創新，引入新的

產品。

King Sue Ham一直在尋求提供美味可口

的選擇，當它尋求創新和擴展其產品組合

時，這肯定會為家常菜和餐廳產品創造出有

意思的讚美。和其原創的標誌性產品一樣，

其整個產品線一次開發一種產品，遵循其創

始人一絲不苟的方法，以確保味道、質量和

一致性。

該公司將傳統工藝與最新技術相結合，

創造出忠於King Sue Ham長期以來的質量聲譽

的產品。從King Sue的招牌火腿到其不斷擴充

的肉類產品系列，它不斷創新和探索增加產

量的方法，並確保所有產品在不犧牲口感的

情況下，保持鮮期更長。

難怪除了甜火腿和夏威夷火腿之外，它

的美味香腸、西班牙畢爾巴鄂香腸（Chorizo 

Bilbao）、豬肉和雞肉熏肉，以及咸牛肉都是

今天每個菲律濱家庭的必備品，無論是在重

大的慶祝活動、節日，還是日常飲食。無論

在什麼場合，King Sue Ham都有我們所熟知的

「國王口味」。

用King Sue火腿和香腸炮製一個難忘的

聖誕節。

直接通過短信或Viber訂購：09437082018

或09175949143，體驗國都口味！

在 f a c e b o o k . c o m / K i n g S u e H a m  、

Instagram、推特（Twitter）和國際版抖音

（TikTok）的@kingsueham 帳號上分享你的

#KingSueCelebration故事，故事有機會成為特

輯並贏得特別獎品。

債務佔GDP比率有望改善
本報訊：一位經濟學家預測，隨著

出行限制的放寬，未來幾個月政府債務與

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率將有所改善，

這意味著對支持計劃的需求減少和國家收

入的增加。

中華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邁克爾·裡卡

福特在11月25日的一份報告中說，今年

第三季度債務占國內年產出的比率升至

63.1％，高于60％的國際門檻。

裡卡福特表示，負債在國內產出中

所佔份額的增加使得「目前額外的刺激措

施更具挑戰性，除非有新的政府收入來源

為其提供資金。」

他表示，超過債務與GDP比率的國際

門檻，將使財政或債務管理的長期可持續

性降低，並且「可能對我國相對有利的信

用評級和前景產生不利影響，因Covid-19

大流行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世界其他國家的

評級下調。」

他補充說：「對于政府而言，從結

構上講，有效增加GDP基礎的更快的經濟

復甦將有助于在未來幾個月/幾年解決這

個問題（類似于過去十年左右的情況），

同時採取財政改革措施進一步增加經常性

稅收來源，尤其是如果經濟狀況進一步改

善。」

今 年 第 三 季 度 國 內 經 濟 增 長 了

7.1％，而在第二季度增長12％，連續兩個

季度實現增長，在此之前自2020年第一季

度以來，經濟連續五個季度出現收縮。

裡卡福特引述，「考慮到Covid-19大

流行會持續多長時間的不確定性，以及其

對經濟產生不利影響，需要謹慎地使用政

府的財政資源並確保在未來幾個月/幾年

最脆弱的部門有足夠的資金。」

他說：「更具結構性和可持續性的

解決方案是進一步重新開放經濟，以提高

許多企業和行業的產能、生產、銷售、收

入、就業/生計，並有助于增加政府的稅

收收入。」然而，裡卡福特表示，如果我

國的新Covid-19病例進一步下降，以及更

多針對該病毒的疫苗的出現以及人們繼續

遵守衛生規程，「這將是合理的」。

網絡詐騙案增加
 央行支持SIM卡實名制

本報訊：菲律賓央行(BSP)表示支持

強制註冊SIM卡或用戶識別模塊卡，以防

止最近大量湧入的垃圾郵件或網絡釣魚短

信。

央行行長本杰明·陸諾在每週一次的

虛擬新聞談話中表示，網絡釣魚或網絡攻

擊的增加「並非完全出乎意料」。

陸諾說：「在這場危機中，大流行

導致了更多的數字化，不僅在菲律賓，而

且在全球範圍內。」

他補充說：「因此，此類詐騙事件

有所增加。」

工商部長對明年經濟增長6％-7％感到樂觀
本報訊：工商部部長拉蒙·羅帛示對我國

的經濟復甦持樂觀態度，只要對Covid-19進行

適當管理並繼續重新開業即可。

羅帛示週四在一個論壇上表示，到2022

年，我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有可能

達到6％至7％。

他說：「如果所有計劃都到位並從大流

行中持續復甦，明年我們可能會看到6％到

7％（增長），明年也是選舉年。」

羅帛示說，人們現在變得更加樂觀，因

為他們對外出更有信心。

他補充說：「我們不斷聽到並不斷提醒

我們需要管理這一點，我想每個人仍在遵循

公共衛生協議，讓我們保持我們看到的這種

勢頭，而不是像現在歐盟國家正在發生的那

樣病例激增。」

羅帛示還提到了加快疫苗接種推廣的必

要性，包括注射加強針。

隨著自上個月以來限制措施的放鬆，羅

帛示預計今年第四季度的GDP增長將增長7％

或更高。

過去26年經濟區投資總額達到四萬億元
本報訊：菲律賓經濟區管理局(PEZA)局

長查理朵·普拉薩週四報告，過去26年來，

對菲律賓經濟區管理局(PEZA)的投資已達到

4.02萬億元。

普拉薩在2021年PEZA投資者表彰日上

說，這些投資來自全國415個經濟區的4670個

入駐企業。

多年來，經濟區總數從1996年的16個繼

續增長。

PEZA入駐企業是出口導向型公司，因此

過去26年共貢獻了價值9165.3億美元的出口。

普拉薩表示，經濟區創造了超過173萬個

直接工作崗位和超過863萬個間接工作崗位。

她補充說：「這也是P EZA存在的基

礎——通過創造生計和收入來源，為每個菲

律賓家庭帶來發展。在過去的26年裡，PEZA

一直在熱切地追求這一點。」

普拉薩表示，PEZA旨在在全國範圍內創

建更多生態區，並提出新型生態區。

自從她在PEZA擔任領導以來，一直致

力于創建清真中心和生產區；選礦加工經濟

區；國際機場和海港的自由貿易區；物流園

區；創意、文化和藝術旅遊經濟特區；可再

生能源生態工業園。

養老院和健康和自然療養村；世界經濟

特區的資本島嶼；知識創新科技園區；和國

防工業綜合體。

貨幣政策在應對大流行的影響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
本報訊：據菲律賓中央銀行 (BSP) 稱，

貨幣政策在減輕Covid-19 大流行造成的不確

定性和衝擊的負面影響方面發揮著至關重要

的作用。

 央行行長本杰明·陸諾週四在聲明中

說：「在過去一年左右的時間裡，央行果斷

地採取了寬鬆的貨幣政策立場，以緩解金融

市場壓力並為國內需求提供支持。」

在通脹低位穩定、通脹預期良好的背景

下，央行調動貨幣工具，包括累計下調政策

利率200個基點、初步縮減流動性吸收操作、

下調準備金要求200個基點以及其他非常規措

施。 陸諾說：「央行在大流行期間採取的即

時和及時的政策行動旨在支持國內需求，確

保信貸市場和金融體系的持續運作，並為經

濟提供穩定。」 此外，央行的政策立場加強

了國家政府在減輕大流行對公司和家庭的不

利影響方面所做的更廣泛和直接的努力。

 在供給側壓力和經濟疲軟以及與Covid-

19大流行相關的國內需求持續下行風險的情

況下，央行目前的貨幣政策立場仍側重于支

持持續的經濟復甦。

 當前的寬鬆政策環境為內需提供了充足

的刺激，內需繼續通過私人消費和投資在經

濟中發揮作用，特別是在公共衛生限制繼續

放鬆的情況下。最新的第三季度增長數據支

持了菲律賓經濟有望在未來幾個季度顯著復

甦的觀點。 貨幣政策正常化的時機將主要取

決于未來幾個季度的數據結果。

 展望未來，央行在大流行時期採取的非

同尋常的措施和貨幣政策設置逐步正常化的

過程將基于結果，而不是固定在特定日期。

 央行然致力于支持可持續的經濟復甦，

同時主要受通脹、實體部門活動以及流動性

和信貸狀況等經濟數據結果的指導。

 與此同時，央行仍對持續供應衝擊的任

何潛在第二輪影響保持警惕，特別是在經濟

繼續復甦和限制逐步放鬆的情況下，並隨時

準備在必要時應對通脹前景面臨的威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