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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北京12月1日電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12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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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如下:
100美元
637.94人民幣
100歐元
720.63人民幣
100日元
5.6046人民幣
100港元
81.792人民幣
100英鎊
849.41人民幣
100澳元
455.78人民幣
100新西蘭元
435.44人民幣
100新加坡元
466.25人民幣
100瑞士法郎
691.29人民幣

食品公司加強社區支持計劃
本報記訊：隨著我國應對Covid-19大流
行，食品製造商環球羅賓娜公司(URC)已加大
了社區支持力度，特別是在生計、可持續農
業、糧食供應和安全領域。
環球羅賓娜公司負責企業發展和對外事
務的高級副總裁勞倫特·萊文說：「我們公
司正在與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一起制定可
持續發展路線圖。這包括負責任的採購、生
產、消費和發展社區能力以改善生活。」
環球羅賓娜公司的農工業組（AgroIndustrial Group）推出了Kabalikat村級中心，

受奧米克戎衝擊

菲股跌破7000點
披索基本持平
本報訊：由于對奧米克戎變種的擔
憂以及美聯儲更快的縮減令投資者再次感
到恐慌，週三本地股市遭遇了今年以來最
大的拋售之一，披索對美元匯率基本持
平。
基準綜合指數截至收盤時下跌253.82
點，跌幅為3.53%，收于6947.06點；而全
股指數下跌103.75點，跌幅為2.70%，至
3734.38點。
雷吉納資本發展公司銷售主管路易
斯·林寧安表示：「由于對奧米克戎變種
的擔憂繼續支配著市場情緒，菲律賓股市
遭受了今年最大的跌幅之一。」
林寧安補充說，綜合指數跟隨區域
股票市場的交易，因為這些股市也在當天
的交易中暴跌，下跌主要是由航空公司、
郵輪公司和住宿公司的股票推動的，這些
公司「被認為最容易受到與病毒相關的干
擾」。
週三的暴跌部分是由于市場對
Moderna首席執行官史蒂芬·班賽爾的言論
作出反應，該言論表明需要開發一種適用
于奧米克戎的新疫苗，科學家擔心現有疫
苗對對奧米克戎變種可能不太有效。這增
加了投資者的恐慌。
林寧安說：「除此之外，投資者還
對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在參議院銀行委員會
的最新講話做出了反應，鮑威爾在講話中
表示，面對不斷上升的通脹壓力，美聯儲
可能會加快縮減規模，以比之前發出的聲
明更早結束。」
所有行業指數跟隨綜合指數下跌，
以房地產業為首，下跌了5.01％；緊
隨其後的是服務業(-3.71％)、控股公司
(-3.26％)、金融業(-2.36％)、工業(-2.36％)
和採礦/石油(-1.96％)。
外國投資者賣出的本地股票比買入
多12.5億元。成交總量超過13.7億只股
票，價值144.3億元。
與此同時，菲律賓披索對美元匯率
從週一的50.36元，收于50.34元。
11月30日是假日，市場暫停交易。
當天披索開盤于50.36元，全天在
50.32元至50.46元之間交易，平均交易價
格為50.40元。
成交額達到10.3億美元。

受疫情影響
政府債務再創新高
本報訊：由于杜特地政府依靠借款
為其昂貴的抗擊新冠病毒計劃提供資金，
政府的債務在10月份繼續上升，再次創下
歷史新高。
國庫局週三報告稱，截至10月底，
我國的未償債務達到11.97萬億元，環比
增長0.46％，增加了544.8億元。自年初以
來，債務已累計增加2.6萬億元。
最新數據顯示，杜特地政府的債務
已經超過了整個2021年設定的債務計劃為
11.73萬億元。上半年，債務負擔已佔國
內生產總值的60.4％，突破了全球債務觀
察人士認為可控的60％上限。

披索匯價
外匯市場 自 由 市 場

（二○二一年十二月一日）

開盤
收盤
成交額
美元

50.360
50.340
$1.03B
50.49
6.630
港元
人民幣
8.010

27.836元
紐約黃金期價 1808.5美元

美元兌台幣匯率

任何人都可以通過運營一個「中心」來開展
自己的業務，社區可以通過該「中心」來滿
足他們的食物需求。環球羅賓娜公司為這些
中心提供範圍廣泛的優質產品，包括新鮮肉
類和雞蛋、加工肉類，甚至寵物護理需求。
反過來，這些村級中心成為家庭的生計
來源。他們還為周圍的社區提供了可以在線
訂購併快速交付的產品的訪問權限，這減少
了每個人的健康風險。去年年底，該公司的
麵粉部門與GMA Kapuso基金會合作開展自行
車公益活動。

被提名為新社區賣家的幾個家庭獲得了
自行車以及Baker John麵包創業包。
在其糖業和可再生能源部門(SURE)下，
環球羅賓娜公司的Salig項目旨在幫助解決西
黑人省、東黑人省、八打雁省、怡朗省和卡
加延河谷的甘蔗農民面臨的需求和挑戰。
該計劃為種植者提供農業援助和支
持——從整地、種植到收穫。
其中包括提供肥料援助、甘蔗運輸卡
車、拖拉機服務和其他農業設備需求；舉辦
關于良好耕作方法的研討會；在分散計劃中

分發高產品種甘蔗點；並在加工廠建立甘蔗
苗圃。與政府合作，環球羅賓娜公司為馬鈴
薯農民提供優質種子、培訓和研究機會，以
提高他們的產量。這有助于他們在食品供應
鏈中斷的情況下渡過難關，並保證為消費者
提供穩定的馬鈴薯供應。
此外，它還支持促進健康和保護的舉
措。環球羅賓娜公司對其生產線的部分部件
進行了改造，以製造約100000個可重複使用
的面罩，吳奕輝兄弟基金(GBF)將這些面罩捐
贈給了前線衛生工作者。

豐田獲最高榮譽的菲律濱優質獎

本市訊：菲律濱豐田汽車公司
（TOYOTA Motor Philippines Corporation，簡
稱TMP）因其優異的表現獲國家政府通過工
貿部授予2019年菲律濱優質獎（PQA）。這
家菲國領先的汽車公司獲得了PQA四級，這
是國家對全面質量管理（TQM）組織績效的
最高認可。
該獎項由菲律濱總統杜特地、工貿部
長Ramon Lopez和工貿部競爭力局局長Lilian
Salonga在2019-2020年菲律濱優質獎頒獎典禮
上頒發。
杜特地總統在菲律濱優質獎頒獎典禮上
表示：「我和你們一樣，向在其追求中表現
卓越的公共和私營部門組織致敬。我呼籲所
有獲獎者繼續為造福我國人民而努力。」
TMP是是菲律濱第一家成為菲律濱優質
獎得獎者的汽車製造公司。此外，TMP是菲
律濱優質獎22年來第二家獲得PQA 4級——
「菲律濱卓越表現質量獎」的菲律濱組織。
TMP主席鄭康權說：「TMP很榮幸在
PQA歷史上獲得如此高的榮譽，並分享TMP
的最佳實踐，可以作為菲律濱其他行業的基

準。」
在分享最佳實踐的過程中，TMP強調，
在過去的30年裡，如果沒有客戶的信任，就
不可能有公司一貫的行業和市場領導地位。
TMP的成就是其對全面質量和卓越的堅定承
諾的結果，並嵌入到其運營的每一個方面。
TMP說，穩固的業務基礎還在於豐田核
心價值觀、創新的資源管理方式，以及在製
造、物流、銷售、售後運營的豐富經驗。
中國最大的汽車製造商負責國內汽車製
造業的發展。TMP目前生產最暢銷的Vios和
Innova型號。該公司通過其龐大的物流設施，
包括新成立的描東岸汽車中心，確保豐田汽
車在全國各地的及時交付。通過其在豐田網
絡中聘用的高技能團隊成員，TMP致力於創
造卓越的客戶體驗，同時服務國家的移動
需求。至於TMP總裁Atsuhiro Okamoto先生則
說：「PQA獎進一步激勵我們繼續改進，並
最終幫助我們的業務變得更可持續，尤其是
我們正在進行的新項目。」
他補充：「PQA對以客戶為中心的關注
提醒我們要與快速變化的市場緊密相連，尤

其是當我們開發一個整體移動解決方案時，
這將為更多利益相關者帶來包容性增長。」
TMP副主席Dr. David Go說：「我們也
感謝工貿部競爭力局，鼓勵各公司，不論規
模或行業，堅持品質，為國家競爭力作出貢
獻。有了來自政府的強大和持續的支持，我
們相信像TMP一樣的本地製造商可以發展能
力，在全球舞台上競爭和推動經濟增長。」
TMP成立於1988年8月，是國內最大的汽
車製造公司，擁有超過3500名員工。擁有全
國最廣泛的車系和最廣泛的銷售網絡，在全
國有70多家經銷商。
PQA是一項國家獎勵計劃，表彰組織
在追求卓越表現的過程中取得的成就。它是
1997年國家生產力行動議程（NAAP）的核心
項目，是菲國以綜合方式提高全經濟生產力
的藍圖。
在2001年，通過簽署第9013號共和國
法，也就是菲律濱優質獎法，PQA獲得制度
化。 PQA設定了一個卓越的標準，幫助菲律
濱組織實現世界級的表現，並作為基於全面
質量管理原則的競爭力模板。

十一月PMI指數創八個月新高
本報訊：總部位于倫敦的信息和分析公
司IHS Markit週三報告，菲律賓2021年11月的
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創下過去八個月
的最高分，為51.7。
菲律賓11月的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從
10月的51分上升，這是由于我國感染人數下
降，導致Covid-19警報級別進一步緩解。
IHS Markit經濟學家什裡亞·帕特爾表
示：「最新的PMI數據繼續表明菲律賓的經
營狀況正在復甦，總體數據處于八個月高
位。」
IHS Markit製造業PMI指數，用來衡量製
造業的健康狀況，它在一個月內是否變得更
好、相同或更糟。
中性分數為50分，高于中性分數代表行

業改善，低于中性分數代表行業惡化。
製造業PMI指數涵蓋經濟變量，如產
出、新訂單、新出口訂單、積壓工作、產出
價格、投入價格、供應商交貨時間、成品
庫存、採購數量、採購庫存、就業和未來產
出。
帕特爾表示，菲律賓製造商在11月的情
況有所好轉，這得益于新訂單的擴大和生產
商的採購活動，以提高產量，同時縮小產量
和工人流失的幅度。
她補充說：「庫存和努力提高產量是最
新發佈的一個關鍵主題，但供應方問題和原
材料供應不足給生產帶來壓力。自願辭職也
令人擔憂，因為員工人數在過去一年半中持
續下降，但令人鼓舞的是，公司能夠避免積

壓，這表明公司目前正在應對勞動力短缺問
題。」
投入成本在11月上漲，與原材料、運輸
和能源成本上漲相關的成本激增，導致企業
通過提高銷售價格將更高的費用轉嫁給消費
者。
製造商對未來12個月保持樂觀，市場信
心處于21個月高位，「希望恢復正常和更大
的需求」。
IHS Markit的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也
是菲律賓政府第四階段國家行動計劃記分卡
的一部分，因為這是社會經濟復甦的指標之
一。
國家經濟發展局將製造業PMI的標準化
值為52.3，這是大流行病之前的最高分。

港疫情緩和致外賣需求降低 Uber Eats將終止運作
中新社香港12月1日電 UberEats香港近日
宣佈，將于年底終止平台在香港的運作。業
內人士分析指，香港本身外賣平台的市場並
不大，目前疫情緩和，市場需求再次降低。
香港的外賣行業起步不算晚，但早些年
收益並不理想，主要原因包括香港人工成本
高，定價「不夠親民」，餐廳遍佈大街小巷
使民眾就餐方便等。不過，隨著新冠疫情的
暴發，外賣行業于近兩年間迅速發展。
中新社記者早前採訪過一家香港本地的
日本拉麵店，店主表示，餐廳過去為了保障
食客體驗，一直不願意推出外賣業務，一方
面，溫度、時間等因素會影響到食物味道；
另一方面，外賣員是否能夠保證遞送過程不
損壞包裝等，都是未知數。但疫情之下，為

了維持餐廳運營，只能嘗試與外賣平台合
作，煮食方法、包裝都有調整，成本亦相應
提高。香港三大外送平台之一Deliveroo（戶
戶送）香港區總經理羅家聰表示，疫情期
間，與其平台合作的餐廳數字以倍數上升，
公司員工數目也在一年內，從4000個至5000
個，翻倍上漲到8000個至9000個。
不過，隨著疫情緩和，對于不少市民而
言，外賣的吸引力開始下降。香港中文大學
經濟系副教授莊太量接受採訪時表示，香港
本身外賣平台市場並不大，且成本很貴。早
前因為疫情，外賣平台才得以有一定程度的
發展。「但這個很看時間性，當疫情緩和，
市民更願意自己外出就餐，市場需求也就相
應減少。」

香港浸會大學財務及決策系副教授麥萃
才也表示，香港餐廳有2萬間左右，相對人口
數量較為稠密，外賣市場規模有限。而平台
上的餐廳為吸引生意，通常需給予折扣，且
外送平台會在其中抽佣，成本提高。當有疫
情時，外賣是餐廳營收的唯一途徑，故餐廳
願意出這部分的費用；但疫情受控後，餐廳
堂食及客人直接外帶的收入亦能滿足平時盈
利，有些餐廳甚至出現退出平台的現象。
就此，市民陳小姐表示，一般外賣平
台都會收取15元（港幣，下同）至25元的運
費，部分餐廳有運費優惠的，則需要買到120
元的食物甚至更多，價錢相對較高。住處和
公司附近餐廳不少，若實在不想做飯，不如
直接在外面吃或自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