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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份更多熱錢淨流出2.2億美元
本報訊：據菲律賓中央銀行(BSP)稱，由
于供應鏈中斷導致全球金融市場波動，更多
的外國證券投資（即熱錢）在10月份連續第
二個月退出菲律賓。
菲律賓央行公佈的數據顯示，10月份外
國證券投資淨流出達到2.2111億美元的三個月
高位，扭轉了去年同期的淨流入4.3946億美
元。
這是自7月份記錄的淨流出3.397億美元
以來的最大淨流出，是9月份記錄的淨流出
2400萬美元的九倍多。
外國證券投資，即熱錢，是指純粹的投
機性基金，隨著投資者尋找更高的短期收益
率，它們在全球金融市場中快速而定期地流
動。
中華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邁克爾·裡卡福特
表示，全球和本地市場的波動是由于人們普

遍預期美聯儲將在今年晚些時候到2022年中
期逐步縮減債券購買。
即量化寬鬆政策，這可能是通貨膨脹率
上升是合理的。
裡卡福特解釋說，這導致10月份債券市
場出現一些持續拋售，因為更好的經濟復甦
前景也導致貨幣政策正常化，債券收益率從
創紀錄的低水平中走高，尤其是在去年大流
行最嚴重的時候。
他表示，市場對中國恆大債務問題的持
續擔憂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壓了全球金融市場
情緒。
10月份投機資金的總流入量從去年同月
的13.5億美元下降29.8％至9.4958億美元。
央行表示，約95.6％的投資主要來自英
國、美國、香港、盧森堡和瑞士，投資于在
菲律賓證券署(PSE)上市的證券，主要投資于

食品、飲料和煙草公司、房地產公司、控股
公司和信息技術。
與此同時，剩下的4.4％用于投資披索計
價的政府證券。
菲律賓央行表示，總流出量從9.1349億
美元躍升28％至11.7億美元，其中69％的投機
資金流出菲律賓。
今年1月至10月，菲律賓錄得熱錢淨流
出額為6.7964億美元，而去年同期為39.4億美
元。
在這10個月期間，總流入量從90.3億美
元增加了近22％至110億美元，而流出量則從
129.7億美元下降了9.9％至116.8億美元。
央行已將其今年淨外國證券投資流入目
標進一步下調至43億美元，而明年為57億美
元。
裡卡福特表示，隨著進一步重啟經濟的

額外措施，未來幾個月的淨外國證券投資數
據可能會有所改善。
他表示，鑒于籌資活動增加，尤其是
在11月至12月期間，國家政府的籌資活動增
加，包括在岸零售美元債券發行以及私營部
門的16億美元收益，淨外國證券投資數據也
可能改善。
裡卡福特說：「在加速疫苗接種以加
快實現人口保護並最終實現群體免疫的情況
下，經濟復甦前景的改善也將有助于在未
來幾個月內吸引更多外國證券投資進入我
國。」
裡卡福特表示，2022年5月總統選舉的
任何不確定性，特別是與政策、改革措施、
流行病應對、經濟復甦相關的優先事項以及
本地和外國投資者的其他重要考慮相關的問
題，都可能部分抵消經濟前景的改善。

11月的Palacio de Memoria跳蚤市場迎來了節日氣氛

社保署將於12月第一周
發放養老金和第13個月工資
本報訊：社會保障署（SSS）週五表
示，它將在12月的第一周向養老金領取者
發放12月的養老金和第13個月的工資。
社保署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奧羅拉·伊
格納西奧表示，社保署將為314萬養老金
領取者發放275億元。
她說：「我們已與我們的合作銀行協
調，在12月第一周的特定日期將養老金記
入貸方，以便我們的養老金領取者能夠在
假期及時領取和使用它們。」
社保署表示，PESONet參與銀行的養
老金領取者將在以下日期領取養老金：
12月1日發放原每月1日至15日發放的
養老金；
12月4日發放原每月16日至月底發放
的養老金。
社保署表示：「與此同時，對于支
付賬戶在非PESONet參與銀行的養老金領
取者，他們2021年12月和第13個月的養老
金將不遲于2021年12月4日記入他們的賬
戶。」
對于仍然通過支票領取養老金的養老
金領取者，社保署表示，已要求菲律賓郵
政公司加快交付他們12月和第13個月的養
老金。
社保署表示：「對于那些因之前不遵
守養老金領取者年度確認計劃（ACOP）
而暫停領取養老金但其累積養老金現在要
恢復的人，他們將在當月的第16日領取上
述養老金。」

本市訊：最近結束的Palacio de Memoria
跳蚤市場是另一次巨大的成功。在11月5日
IATF把大岷區的防疫警戒降至第2級後，更
多的商店商人和家庭參加了這次活動，展示
了真正的節日氛圍和歐洲街頭文化的樂趣和
豐富精神。在11月6日開幕的第一天，由於
跳蚤市場的顧客超過130人，活動延長至晚
上6時。Galleria de Gunita也接待了超過160位
顧客，他們都是來享受愉快的野餐體驗，
Apéritif Manille、Run Rabbit Run、Cocktail Bar
Manila和The Loggia等提供了多種美食選擇。
Local Sun、Bins和Emel Rowe的音樂也整個下
午在 Palacio 廣闊的花園中營造出輕鬆的周末
氛圍。與此同時，在11月7日，歐洲文化愛

好者們享受了Don Papa Rum提供的雞尾酒調
酒，以及Tabacalera Incorporada提供的雪茄雕
刻和卷雪茄。
該活動的藝術、古董和零售博覽會也
吸引了更多的訪客，因為它擁有更廣泛、更
有活力的商戶組合，包括Travelfund、Mark
Bumgarner、Sassa Jimenez、Store One、ZOE、
Etniko Pilipino、PhilHHDA、Vidro、Fiori di
Marghi、Rue Angelique、Casa Mercedes、
Rafikimono、Betina、RHM、Kassa、Brando
Arts & Antiques、Fren、和SENSASI。寵物護
理品牌Presidential Paws也參與了這次的活動，
以滿足與家人一起參加週末活動的小毛孩們
的需要。

此次活動由Smart Infinity贊助，為期兩
天，在巴蘭玉計市舉行，活動主辦方嚴格遵
守了檢查疫苗接種證明、體溫檢測、保持社
交距離等衛生規程，為來賓提供了安全、輕
鬆的社區環境。
對於那些錯過了這次活動的人來說，
Galleria de Gunita將於2021年12月回歸，而跳
蚤市場將於2022年1月舉行第5次活動。Palacio
de Memoria在整個假日季節期間，向在大岷區
尋找快速的文化之旅的人開放。
欲解更多關於Palacio de Memoria
的活動，請關注其臉書網頁和訪問
palaciodememoria.com，以了解完整的活動日
程或預約參觀。

企業利潤持續回升 中國工業經濟有何積極變化？
中新社北京11月27日電 隨著保供穩
價、助企紓困等政策措施有力推進，繼10月
份中國工業生產數據出現積極變化後，最新
公佈的工業企業利潤增速也呈現穩中有升。
官方27日公佈的數據顯示，10月份，中
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同比增長24.6%，較
上月加快8.3個百分點，連續兩個月回升；兩
年平均增長26.4%，加快13.2個百分點。前10
月，工業企業利潤同比增長42.2%，兩年平均
增長19.7%，繼續保持快速增長態勢。
各方面一系列措施下，工業企業生產經
營狀況不斷改善，是利潤增速穩中有升的重
要原因。
中國國家統計局工業司高級統計師朱
虹分析稱，10月份，工業生產小幅回升，工
業品出口較快增長，部分工業品價格繼續上
升，帶動企業收入增長有所加快。規模以上
工業企業營業收入同比增長12.2%，較上月加
快2.1個百分點，為企業盈利改善奠定良好基
礎。
當月，在生產資料價格高位運行拉動
下，採礦業、原材料製造業利潤同比分別增
長2.81倍、56.1%，均明顯高于工業平均水

亞洲最大海上樞紐
互通工程全面開工建設
新華社北京11月27日電 記者從中國
鐵建股份有限公司獲悉，隨著720根高架
橋海底樁基澆築全部完成。
由浙江交通投資集團、中鐵十五局集
團等投資建設的亞洲最大海上樞紐互通工
程——杭甬（杭州至寧波）高速公路復線
寧波段一期濱海樞紐互通工程27日全面開
工建設。
中鐵十五局集團杭甬項目負責人黃偉
介紹，該工程海底地質結構極為複雜，樁
基施工先後跨越輸油管道、排污管道、通
訊光纜等十餘條重要海底管線，施工難度
極大、安全風險高。為此，施工人員充分
借鑒國內外海下樁基先進施工經驗，集中
力量進行科技攻關，最終確保了樁基施工
任務完成目標。

平，增速較上月分別加快51.7、18.4個百分
點。其中，隨著能源保供政策措施落實，10
月份煤炭產量較快增加，帶動煤炭行業利潤
同比增長4.38倍，增速較上月大幅加快69.6個
百分點。此外，助企紓困政策進一步落實，
加之少數企業確認大額投資收益影響，推動
10月份私營企業利潤同比增長28.8%，增速較
上月加快21.0個百分點，連續兩個月回升；
其中，有14個行業利潤增速在20%以上，呈
現良好發展勢頭。
10月份工業企業利潤穩中有升，與此前
公佈的工業生產數據形成印證。三季度，受
疫情、汛情、部分能源原材料供應偏緊等因
素影響，工業生產有所放緩。交通銀行金融
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唐建偉指出，進入10月
份以來，各地限電限產政策有所趨緩，保供
穩價力度加大，促進了工業生產觸底回升。
官方數據顯示，10月份，中國規模以
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3.5%，兩年平均增長
5.2%，增速較上月分別加快0.4、0.2個百分
點，分別為年內和5月份以來首次回升。當
月，規模以上工業中，41個大類行業有22個
行業增速回升，比上月增加10個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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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煤炭電力供應偏緊，各方面加大
組織生產的效果正在逐步顯現。10月份，煤
炭、電力行業增加值同比分別增長了9.2%
和10.7%，比上月分別加快了6.3和1.8個百分
點。其中，原煤產量同比增長4%，增速由降
轉升。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部分行業因政策
協調加快增長外，10月份高技術製造業增加
值同比大幅增長14.7%，比上月加快0.7個百
分點，明顯快于全部規模以上工業增速。同
期，該行業利潤同比增長17.4%，亦表現可
觀。中信證券宏觀研究部認為，高技術製造
業有望成為下階段中國經濟增長主要動能。
工業生產的一系列積極變化，將為中國
經濟恢復提供有力支撐。但複雜環境下，推
動其穩定恢復還需加力。朱虹便直言，當前
上下遊行業間盈利分化狀況尚未明顯改善，
部分下遊行業成本承壓仍較大，工業企業效
益狀況下行壓力仍然存在。
國家統計局工業司副司長江源亦表示，
工業品價格高位運行，中下遊行業、私營和
中小微企業穩定恢復尚不牢固，產業鏈堵點
依然明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