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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發展新答卷：讓綠水青山成金山銀山
過去五年，生態高顏值的福建，以佔全國1.3%的土地、2.8%的能源消費，創造了佔全國4.3%的經濟總量，生動詮釋了「綠水青山就是金

山銀山」。圖為11月16日，航拍福建省漳州市華安縣青山綠水。	 	 	 	 	 	 	 	 	 <中新社>

經濟有望從大流行病中恢復
本報訊：阿沃伊蒂斯集團的基礎設施部

門正在尋求參與我國的經濟復甦，因為它著

眼于工業發展、供水、數字基礎設施和運輸

部門的項目機會。

阿沃伊蒂斯基建投資公司(AIC)樂觀地認

為，隨著對更多基礎設施解決方案的需求出

現，經濟將從Covid-19大流行中持續復甦。

AIC總裁兼首席執行官科賽特·卡尼勞在

週五的虛擬新聞發佈會上說：「今年年初，

我們開始將品牌重塑作為我們首要任務的一

部分。我們希望將AIC打造為阿沃伊蒂斯集團

內一個成熟的戰略業務部門，擁有獨特、有

影響力和與市場相關的品牌形象，並被稱為

增長的可靠合作夥伴，致力于國家建設和改

善菲律賓人生活。」AIC的綜合經濟中心正在

更名為「經濟地產」，並以LIMA地產、麥克

坦經濟區2地產和西宿務地產為人熟知。

隨著LIMA和西宿務地產的擴張計劃正在

進行中，預計將產生多達89000個工作崗位。

卡尼勞支持政府推動全國基礎設施建設

的目標，他表示，該公司旨在創建「以目的

為導向的基礎設施」，以促進商業和社區的

發展。過去幾年，AIC一直在擴大其投資組

合。2021年，該公司與其合作夥伴共撥出130

億元的綜合資本支出，用于推出各種項目，

包括其最新的公共信號塔項目。

在今年4月，AIC宣佈已同意與代表其客

戶的全球領先私人市場公司瑞士合眾集團成

立合資企業，以建立名為統一數字基建公司

(Unity)的電信基礎設施平台。

它不僅僅是填補國內基礎設施的空白，

AIC還希望在其新品牌中強調它超越了項目的

單一影響。

她說：「我們想強調的是，我們著眼于

長遠，考慮生態系統，並認真考慮社區的需

求。」

工商部將在宿務
推出更多「商業中心」

本報訊：工商部(DTI)已在宿務南部城

鎮阿爾高（Argao）推出其第33家商業中心

（Negosyo Center），以在揮之不去的大流行

中幫助更多中小型企業(MSME)。

繼去年在宿務省推出三個商業中心之

後，工商部宿務辦公室今年將再推出五個商

業中心。

阿爾高商業中心是今年推出的第2個商業

中心，使中小微企業能夠在大流行病期間利

用工商部的業務發展計劃和服務。

這也是該省第33個商業中心，旨在通過

商業登記協助、商業咨詢服務、商業信息和

宣傳以及監測和評估，促進營商便利性並促

進中小微企業獲得服務。

工商部宿務辦公室主任露絲·基尼亞諾拉

週五在聲明中表示，隨著該市向前推進並恢

復中小微企業，阿爾高商業中心的開業標誌

著正增長。

根 據 第 1 0 6 4 4 號 共 和 國 法 案 ， 即 G o 

Negosyo法案，要求在全國每個市、市和省建

立商業中心，以幫助發展中小微企業，該部

門約占菲律賓註冊企業的99％。

阿爾高婦女聯合會主席西維亞·貝頓塔

對工商部最終在阿爾高建立了商業中心表示

感謝，有抱負的企業家可以隨時前來尋求幫

助，特別是在產品開發、市場聯繫和幫助獲

取融資機構的各種機會方面。

與此同時，工商部宿務辦公室還計劃今

年在該省再開設三個商業中心。

阿沃伊蒂斯基建投資公司
確定明年資本支出為200億元

本報訊：阿沃伊蒂斯基建投資公司明年

將撥出約200億元的資本支出(capex)，用于推

出擴張計劃和項目。

阿沃伊蒂斯基建投資公司總裁兼首席執

行官科賽特·卡尼勞在週五的虛擬新聞發佈會

上說：「我們的大部分資本支出將用于經濟

地產和我們的數字基礎設施業務。」

與其2021年指定的資本支出130億元相

比，明年該公司的資本支出高出54％。

阿沃伊蒂斯基建投資公司的「經濟地

產」，即其綜合經濟中心業務經營工業城鎮

項目LIMA地產、麥克坦經濟區2地產和西宿

務地產。

該公司在另一份聲明中表示，LIMA和西

宿務地產的擴張計劃正在進行中，預計將產

生多達89000個工作崗位。

其經濟地產部門估計，僅LIMA的工業擴

張就將帶來價值103億元的庫存。

該公司還計劃到2022年完成1000多個通

用信號塔。

阿沃伊蒂斯基建投資公司的數字基礎設

施部門統一數字基建公司預計將花費約50億

至60億元來完成1000個手機信號塔。

統一數字基建公司是阿沃伊蒂斯基建投

資公司和全球私人市場公司瑞士合眾集團的

合資企業。

該公司還考慮在年底前通過新市場蘇比

克擁有350多個小型基站。

阿沃伊蒂斯基建投資公司小型蜂窩基站

業務總經理拉斐爾·阿沃伊蒂斯表示：「小型

蜂窩是低功率短程天線，可幫助移動網絡運

營商解決容量和擁塞問題。」

東盟國家搶抓
中國「西部機遇」

新華社重慶11月26日電 中國-東盟建立對

話關係30年來，雙方合作的區域正在發生變

化——東盟國家的目光，正在從中國東部沿

海地區向西延伸，搶抓中國「西部機遇」。

23日至24日，在重慶和新加坡同步召開

的2021中新（重慶）戰略性互聯互通示範項

目金融峰會上，中新雙方簽約85個項目，合

同金額1011億元人民幣。

這些項目都將在重慶等西部地區落地。

「中國西部發展迅速，我們將搶抓西部機

遇。」新加坡星展銀行重慶分行行長黃楠

說。占國土面積三分之二的西部地區，由于

先天區位劣勢，曾是封閉落後的代名詞。如

今，這片區域正在崛起，這很大程度上得益

于「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

僅僅4年前，大部分中國西部貨物只能先

向東運至沿海地區，再轉運到東盟國家，物

流週期過長，從東南亞進口的農副產品，經

常因此而發霉變質。

2017年，中國西部省區市與東盟國家合

作打造全新的國際貿易物流通道——陸海新

通道，將中國西部與東盟的時空距離從40多

天縮短至20天以內。

區位劣勢的扭轉，讓中國西部潛能得到

激發。

環球羅賓娜耗資229億元收購馬來西亞Munchy
本報訊：吳奕輝領導領導的食品和飲料

製造商環球羅賓娜公司(URC)正在收購馬來西

亞餅乾製造商馬奇新新(Munchy's)，因為它旨

在成為馬來西亞餅乾領域的市場領導者。

環球羅賓娜公司週五在提交證券署的

聲明中說，其子公司URC休閒食品（馬來西

亞）公司在2021年11月25日與Crunchy公司已

簽署了一項協議，從後者收購Crunchy食品公

司100％的股份。

Crunchy食品公司全資擁有Munchy食品

實業公司及其子公司Munchworld市場營銷公

司。

環球羅賓娜公司表示，在「無現金和無

債務的基礎上」，此次收購的總對價約為馬

來西亞林吉特（RM）19.25億元，相當于披索

約229億元。

無現金和無債務意味著收購公司不會

承擔賣方的債務以及賣方資產負債表上的現

金。

環球羅賓娜公司表示，最終的購買代價

將在完成後確定，取決于完成時現金和債務

水平的調整機制。

環球羅賓娜公司說，該交易將使環球羅

賓娜公司成為馬來西亞餅乾領域的市場領導

者，這符合公司的總體目標。

Munchy's成立于1991年，是馬來西亞

領先的餅乾品牌。它在所有主要餅乾領域

提供種類繁多的產品，包括知名品牌，如

Munchy's奶油鹹餅乾、LEXUS奶油三明治、

Oat Krunch、Muzic Wafer和Choc-O餅乾，在馬

來西亞和全球50多家國家均有銷售。

環球羅賓娜公司表示，該交易已獲得

URC馬來西亞公司和Crunchy公司董事會的批

准。

該交易將于2021年12月完成，但須滿足

慣例成交條件。

央行全額授予29天期票據 利率有所下跌
本報訊：菲律賓央行(BSP)在週五的拍賣

會上，全額授予其29天期的債務票據，利率

有所下跌。

央行提供了1000億元的票據。

該票據獲得超額認購，投標額達到了

1262.5億元，反映了市場的持續興趣。

央行副行長弗朗西斯科·達基拉在一份聲

明中表示：「拍賣結果繼續表明，由于財政

部持續發行零售國債，對央行票據的需求依

然強勁，因此金融系統流動性仍然充足。」

同時，當天拍賣會的加權平均利率低于

上周的收益率，為1.7669％，下跌了0.986個

基點。

儘管收益率下跌，但可接受的收益率擴

大至1.6500％至1.8000％的範圍。

達基拉補充說：「展望未來，央行的貨

幣操作仍將以其對最新流動性狀況和市場發

展的評估為指導。」

Covid-19新變種致菲股披索匯率下跌
本報訊：由于Covid-19新變種的消息，

大多數東南亞市場收盤下跌，披索對美元匯

率也跟著下跌。

基準綜合指數(PSEi )截至收盤時下跌

79.47點，跌幅為1.08％，至7289.80點。

而 全 股 指 數 下 跌 3 3 . 1 2 點 ， 跌 幅 為

0.85％，收于3880.15點。

菲律賓股票金融公司高級主管賈費特·唐

天科說：「由于對Covid-19的擔憂重新浮出水

面，本地股市週五加入了紅色區域的同行。

人們越來越擔心南非的新變種B.1.1.529，該

變種被認為具有大量突變。」

新加坡和泰國等東南亞鄰國市場的跌幅

大于菲律賓股市。只有上海、馬來西亞和深

圳股市的跌幅低于1％。在國內，當日交易

中，所有行業的股票均下跌，其中房地產指

數錄得最大跌幅，下跌了58.57點，至3329.11

點。

其次是採礦/石油業，下跌44.95點，至

9542.37點；工業，下跌44.79點，至10660.11

點；控股公司，下跌37.84點，至7047.29點；

金融業下跌24.88點，至1583.92點；服務業，

下跌21.91點，至1987.87點。

成交總量達到10.4億股，價值99.7億元。

共計66只個股上漲，135只下跌，43只收

盤保持不變。

與此同時，披索對美元匯率從前一天的

50.39元收于50.43元。

當天披索開盤于50.40元，弱于前一個交

易日的50.35元。全天披索在50.32元至50.57元

之間交易，加權平均交易價格為50.49元。

成交額從週四的12.1億美元降至11.5億美

元。

央行維持信用卡交易24％的利率上限
本報訊：菲律賓央行週五表示，央行政

策制定貨幣委員會已將所有信用卡交易的年

利率上限維持在24％。

央行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持卡人未付

信用卡餘額的最高利率或財務費用，仍為每

月2％，相當于每年24％。」

信用卡利率上限依據央行于2020年9月24

日發佈的第1098號通知。

央行同樣表示，信用卡發卡行可以對分

期貸款收取的每月附加利率最高保持為1％。

它說，信用卡預付現金的最高處理費為

每筆交易200.00元。

央行行長本杰明·迪奧克諾說：「貨幣委

員會的決定是基于對宏觀經濟發展、信用卡

融資狀況以及銀行和其他信用卡發行商的安

全性和穩健性的全面評估。它還將繼續通過

負擔得起的信用卡定價來幫助減輕消費者的

財務負擔。」

央行表示，保留現有上限符合當前的低

利率環境。

在最近的政策會議上，貨幣委員會將隔

夜逆回購利率維持在2％，這是自大流行病開

始以來的最低政策利率。

央行表示，數據顯示信用卡業務活動

在2021年有所改善，這體現在經濟活動增加

的推動下，月卡申請、卡賬單和發行卡的增

長。

它表示，2021年6月的月卡申請數量同比

大幅增長175.1％，從2020年6月的235000份申

請增至約646000份。

2021年6月，每月信用卡賬單也同比增長

29.5％。

從一年前的563億元增至730億元。

同期，已發行和未償還信用卡或有效信

用卡的數量也從940萬張增加了8.7％至1020萬

張。

央行表示，除非央行作出修改，否則信

用卡交易的上限仍然有效。

央行指出，在不斷演變的COVID-19大流

行的背景下，它將繼續密切監測利率上限對

信用卡融資狀況以及銀行和信用卡發卡行信

用卡業務可持續性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