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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市場匯價
     新華社北京5月5日電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5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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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5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如下:
   100美元　　　　　　　　　　　　656.72人民幣
　100歐元　　　　　　　　　　　　697.06人民幣
　100日元　　　　　　　　　　　　5.0827人民幣
　100港元　　　　　　　　　　　　83.679人民幣
　100英鎊　　　　　　　　　　　　828.42人民幣
　100澳元　　　　　　　　　　　　475.87人民幣
　100新西蘭元　　　　　　　　　　429.62人民幣
　100新加坡元　　　　　　　　　　477.96人民幣
　100瑞士法郎　　　　　　　　　　674.62人民幣

披 索 匯 價
（二○二二年五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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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1年年底 失業人數達到371萬
本報訊：根據菲律賓統計管理局的數

據，2021年約有371萬15歲及以上的菲律賓人

失業，失業率為7.8％。

根據統計管理局2021年初步年度勞動

力市場統計數據，國家首都地區的失業率為

10.6％，第四A區為9.2％，第一區為8.2％，

民馬羅巴區（MIMAROPA）為7.9％。

這些都高于全國平均數字7.8％。

2021年，奧隆阿波市的失業率最高，為

14.4％，在10.188萬勞動力中失業人數為1.467

萬；而北卡馬林斯市的失業率則以14.1％，位

居第二。

統計管理局數據顯示：「與2020年各省

失業率估計相比，2021年沒有任何省份或高

度城市化城市(HUC)的失業率超過16.0％。此

外，只有奧隆阿波市和北甘馬林的失業率在

13.0％到15.99％。」

統計管理局還指出，去年有4770萬，

相當于63.3％的15歲及以上的菲律賓人積

極尋求就業，其中布基隆省的勞動力參與

率（LFPR）為各省和HUC中最高的，為

78.3％。在這些地區中，第十區的勞動力參

與率最高，為69.8％，其次是第十三區，為

67.8％，第三區為59％。

就業率方面
與此同時，統計管理局報告稱，去年

92.2％的就業率轉化為4770萬菲律賓人中有

43.9人有工作。

南蘇裡高省的就業率最高，為97.7％。

統計管理局說：「比較2020年和2021年

的省級就業率分佈，更多的省份（117個省和

HUC中的17個）在2021年錄得超過96.0％的就

業率，而2020年僅為7.7％，相當于117個省和

HUC中只有9個。這是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

沒有一個省份的就業率低于84.0％。

其他登記就業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的

地區是三寶顏半島（96％）；民馬羅巴區

(92.1％)；第一區（91.8％）；棉蘭老島穆

斯林邦薩摩洛自治區（90.8％），第四A區

（89.4％）；和國家首都地區(89.4％)。

就業不足率
到2021年，未充分就業的人數估計為700

萬，占總就業人數的15.9％。

七個地區的就業不足率低于全國平均

水平，其中包括第九區（14.8％）；第七區

（14.5％）；第十區（14.3％）；棉蘭老島

穆斯林邦薩摩洛自治區(12.0％)；國家首都

地區(10.2％)；第十一區(9.7％)；和第三區

(7.3％)。

2021年，南阿古桑省的就業不足率最

高，為51.6％，而北伊羅戈省的就業不足率最

低，為2.9％。

NUWA MANILA和NUWA SPA在《福布斯旅行指南》2022年明星獎中保持五星評級

新濠博亞娛樂在福布斯旅遊指南獲得總共97顆星

: :

本市訊：自2018年以來，新濠天地馬尼

拉的Nüwa的酒店與水療中心連續5年和3年在

2022年福布斯旅遊指南（FTG）獎中獲得兩

個五星評級，這是其無與倫比的品牌酒店服

務的證明。

新濠博亞娛樂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何猷

龍（Lawrence Ho）表示：「作為世界上最受

推崇和著名的旅游標準之一，我們很榮幸能

夠再次獲得《福布斯旅遊指南》對新濠天地

馬尼拉的酒店和水療中心Nüwa的最高五星

評級。這些榮譽證明了我們對服務質量的不

懈努力和不斷突破邊界的貢獻，尤其是在這

個行業面臨挑戰的時期——繼續在全球範圍

內為客人提供令人難忘的世界級服務，共獲

得97顆星。我們感謝我們的團隊堅定不移的

奉獻，感謝他們在推動新濠博亞娛作為亞洲

領先的綜合度假運營商的持續地位中發揮的

卓越作用。」福布斯旅遊指南的首席執行官

Hermann Elge說：「旅遊業強勁復甦，富有恢

復力的酒店業正在創造性地凝聚力量，以滿

足大多數地區不斷增長的入住率需求。儘管

該行業面臨著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但事實

證明，2022年的獲獎者已經準備好迎接這些

挑戰，並展示了豪華酒店所能提供的最好的

東西。」

Nüwa Manila獲得的認可使新濠博亞娛樂

（Melco Resorts & Entertainment ，簡稱Melco）

在澳門和馬尼拉的綜合度假酒店資產獲得總

共97顆星，繼續保持Melco在亞洲綜合度假酒

店運營商中的領導地位。

新濠天地地產總裁Geoff Andres表示：

「Nüwa Manila和Nüwa Spa獲得為令人垂涎的

FTG五星評級，反映了我們在不斷變化的時

代所出現的挑戰中，提供五星級服務的一貫

承諾。我們為我們的同事感到自豪，他們繼

續為我們的客人提供Melco品牌所聞名的奢華

和特色體驗。」

FTG創立了原始的五星級評級體系，是

唯一獨立的、全球性的豪華酒店、餐廳和水

療中心評級體系。作為世界知名的真正五星

級服務權威機構，FTG還連續5年授予新濠天

地的另外兩家酒店：Hyatt Regency Manila和

Nobu Hotel Manila四星評價。

欲了解更多有關Nüwa Manila的信息，請

致電8800-8080或訪問www.cityofdreamsmanila.

com或www.nuwamanila.com。欲查看新的星級

評級，請訪問ForbesTravelGuide.com。

在母親節休息一天，讓 Green Crew 負責！

本市訊：母親可能是這個星球上最忙碌

的人。 經過一整天的工作，她們還必須做

飯、照顧孩子、幫助他們做作業等等。作為

全職家庭主婦的母親們與在職的母親們一樣

忙碌，有時甚至更忙。總有無窮無盡的工作

要做。

母親節即將來臨，媽媽們為什麼不從繁

忙的日程中抽出一天，讓Green Crew來負責

呢？Green Crew房屋清潔服務是大岷區中心的

一家新興專業清潔企業。

Green Crew獲Golden Globe年度商業卓越

獎評為市場上最值得信賴的房屋清潔服務。

通過了解企業、公司辦公室、租賃公司、個

人如何可以保持他們的地方處於原始狀態，

使他們的生活環境更健康，同時使他們的生

活更輕鬆，Green Crew正在業內掀起波瀾。

Green Crew通過其卓越和高度可靠的清

潔專家，專門提供酒店式標準的清潔服務。

這些清潔專家對酒店的清潔經驗有全面的把

握，並利用環保工具，將一個普通的地方變

成一個令人驚嘆的地方。

公司專業為您的車輛提供綜合服務、深

度清洗、翻新後清洗、細化服務。無論是公

寓、住宅還是公司辦公室，Green Crew都能清

潔得乾乾淨淨。

你們這些母親們，還在等什麼？拿起電

話，現在就和Green Crew預約服務！

國庫局：

截至3月底，菲律賓政府債務升至12.68億元 
本報訊：國庫局週四報告，截至2022年

3月底，國家政府的債務餘額創下新高，達到

12.68萬億元。

國庫局表示，菲律賓政府的流動債務餘

額進一步擴大，截至今年3月底創下歷史新

高，原因是在此期間繼續借債以增加政府應

對COVID-19復甦措施的資金以及本地貨幣疲

軟。

國庫局數據顯示，國家政府最新未償債

務總額為12.68萬億元，比截至2022年2月底的

12.09萬億元高出4.8％，增加了5862.9億元。

國庫局將總債務存量的增加歸因于「主

要是由于向本地和外部貸方淨發行政府證

券」。

分解後，國家政府的流動債務有69.9％

來自本地，30.1％來自外部。

代理總統發言人馬丁·安達納爾在聲明中

說：「我們向我們的人民保證，截至2022年3

月，我國的未償債務超過12萬億元，借款將

得到有效利用。」

安達納爾說：「最近的借款將用于我們

的COVID-19響應以及恢復和彈性工作。我們

需要維持我們國家的長期社會經濟增長和發

展。」

中華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邁克爾·裡卡福特

徵求意見時表示，債務組合的增加「主要反

映了4.578億元零售國債(RTB)的發行和國家政

府發行的22.5億美元的全球/ROP債券，兩者

都是于2022年3月結清並計入政府整體債務；

鑒于自3月25日起對某些公共工程實施45天禁

令，部分原因是為2022年5月選舉前增加的基

礎設施支出和其他政府項目提供資金，還為

運輸和農業部門增加的燃料補貼提供資金，

並為各種COVID-19計劃提供資金。」

特別是，國家政府國內債務為8.87萬億

元，比截至2022年2月底的8.4萬億元，增加了

4554.5億元，增幅為5.4％。

國庫局表示：「3月份，國家政府通過

其國內零售國債發行和債務交換交易成功籌

集了4578億元。」

與此同時，政府的外債總額為3.81萬

億元，比截至2022年2月底的3.7萬億元增加

1308.4億元，增幅為3.6％。

國庫局說：「外債的增加是由于外部融

資淨利用達1226.9億元，其中包括1173.3億元

（22.5億美元）三批次五年期、10.5年期和25

年期全球債券。」

它補充說：「與此同時，披索對美元貶

值的影響增加了373.1億元，這受到第三貨幣

調整的影響，減少了291.7億元。」

它指出，本地貨幣對美元匯率從2月底

的51.385元，進一步貶值至51.906元，

財政部部長卡洛斯·多明戈斯較早前為國

家債務上升進行了辯護，預計今年將達到國

際建議的占國內生產總值比例60％的門檻。

菲律賓截至2021年的債務與GDP之比為

60.5％，略高于公認的可持續閾值。

多 明 戈 斯 早 些 時 候 表 示 ， 財 政 部

（DOF）正在準備其財政整頓提案，該提案

可能涉及增稅以償還我國不斷增加的債務。

財政部長還表示願意與所有總統候選人

坐下來討論如何管理下一任總統將從杜特地

政府繼承的數萬億元政府債務。

裡卡福特說：「菲律賓新總統/政府需

要維持國家的經濟和財政改革措施，在稅收

改革措施方面，加強稅收征管結構性地進一

步改善政府的經常性稅收征管，以及良好的

治理/反腐敗，進一步改善政府支出的浪費措

施。」

他說：「所有這些都有助于更好地管

理國家的預算赤字、財政績效和整體債務管

理，通過最近看到的更快的經濟/GDP增長幫

助將我國的債務與GDP比率從最近的60％國

際門檻降低，以支持國家的長期經濟增長和

發展，特別是為子孫後代。」

四月份通脹率升至4.9％
本報訊：政府週四報告稱，4月份通

貨膨脹率升至4.9％，比3月份的通貨膨脹

率高0.9個百分點。

菲律賓統計管理局（PSA）表示，4

月份的通貨膨脹率是自2019年1月以來最

高的。

統計管理局表示：「通貨膨脹率的

上升主要是由于食品和非酒精飲料指數的

年增長率較高，達到3.8％；運輸，增長

13％；以及住房、水、電、天然氣和其他

燃料，增長6.9％。」

央行(BSP)在一份聲明中表示，上個

月商品和服務價格上漲的速度仍保持在

4.2％至5％的預測範圍內。

央行表示：「通脹結果與央行的評估

一致，即由于全球□□石油和非石油價格

持續波動，通脹在短期內仍將居高不下，

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烏克蘭衝突對全球

商品市場的持續影響。」

央行在2022年底增加的通脹將穩定在

政府的目標範圍之上，但隨著供給側壓力

的緩解，預計到2023年通脹將放緩。

它引用了近期的上行風險，其中包括

國內食品供應短缺以及油價上漲對交通運

輸票價的潛在影響。

另一方面，下行風險包括Covid-19大

流行的威脅揮之不去，因為新毒株繼續出

現，「可能會緩和全球經濟復甦並促使重

新實施遏制措施」。

央行表示：「最新評估還表明，隨著

剩餘流動限制的放鬆，國內經濟活動獲得

了更強的牽引力。然而，一些國家的地緣

政治緊張局勢加劇和Covid-19感染的死灰

復燃也給全球經濟增長前景蒙上陰影。供

應鏈中斷也可能導致通脹壓力，因此需要

進行更密切的監測，以便及時干預，以阻

止潛在的第二輪影響。」

一季度D&L實業收入
恢復到疫情前水平
本報訊：上市化學品和食品配料製造

商D&L實業公司報告2022年第一季度收益

超過了疫情前的水平。

D&L實業週四報告，今年前三個月的

淨收入為7.8億元，比2021年第一季度公佈

的6.95億元增長了12％。

該公司的淨收入也超過了2019年第一

季度記錄的7.48億元和2018年第一季度公

佈的7.44億元。

D&L實業表示，儘管1月份奧米克戎

病例出現飆升，但2022年第一季度的收益

是該公司三年來的最高收入水平。

該公司將好于預期的收益主要歸功于

其油脂化學品部門和出口的強勁表現，這

足以抵消奧米克戎病例飆升的拖累。

該公司表示，隨著COVID-19警報級

別的降低以及我國新病例的持續下降，公

司認為增長勢頭持續增強，並重新燃起了

對進一步復甦的商業樂觀情緒。

D&L實業總裁兼首席執行官阿爾文·

劉表示：「考慮到今年年初事件的意外轉

折，例如奧米克戎病例激增和俄羅斯與烏

克蘭的衝突，我們2022年第一季度的業績

表明，隨著限制的放鬆和業務的開放，勢

頭肯定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