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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市場匯價
     新華社北京5月6日電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5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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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如下:
    100美元　　　　　　　　　　　   637.39人民幣
    100歐元　　　　　　　　　　　　701.55人民幣
    100日元　　　　　　　　　　　　5.2104人民
    100港元　　　　　　　　　　　　81.472人民幣
    100英鎊　　　　　　　　　　　　841.03人民幣
    100澳元　　　　　　　　　　　　478.76人民幣
    100新西蘭元　　　　　　　　　　443.67人民幣
    100新加坡元　　　　　　　　　　469.45人民幣
    100瑞士法郎　　　　　　　　　　685.9人民幣

披 索 匯 價
（二○二二年五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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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聯合銀行2022年首季淨收入增長79%
本市訊：亞洲聯合銀行（Asia United 

Bank，簡稱AUB）鞏固了其作為菲國增長最

快的上市全能銀行的地位。該行在2022年前

三個月錄得13億披索的綜合淨收入，比2021

年同期的7.36億披索高出78.8%。

AUB總裁Manuel A. Gomez說：「我們的

財務業績得益於封鎖限制的逐步放鬆、政府

不斷推出疫苗和加強劑，以及商業環境的整

體改善。如果我們繼續努力，靈活應對運營

環境中不斷變化的挑戰，並警惕新冠病毒的

變種，我們預計2022年將是更好的一年。」

該集團的淨收入轉化為1.7%的資產回報

率和14.3%的股本回報率，而去年同期分別為

1.0%和8.5%。

在2022年第一季度，該行及其3家子公司

公佈的綜合營業總收入為33億披索，比去年

同期的29億披索高出15.7%。

在此期間，總資產持平在3139億披索，

因為第一季度的貸款和應收賬款為674億

披索，較去年同期增長2.6％。低成本存款

（CASA）同比增長13.1％，從1909億披索增

至2160披索，佔總存款2589億披索的83.4％。

在經營成本不斷上升、運營效率不斷

提高的背景下，AUB設法管控了其總運營開

支，這一開支在此期間減至17億披索，降幅

12.2%。這也反映了2020年撥備了大量緩衝資

金以應對疫情帶來的信貸風險後，貸款損失

較低。該集團在2022年第一季繼續以低於行

業水平的41.7%成本收入比進行成本效益管

理，較2021全年的42.4%有所改善。

由於企業和消費者信心的改善提振了

其核心業務，該行也能夠突破其2021年底40

億披索的目標，2021年綜合淨利潤為41億披

索，比2020年底的30億披索高出34%。這使

AUB進一步接近2019年疫情前44億披索的業

積表現。

該行的總營業收入下降14%，至130億披

索，主要原因是交易和證券收益減少24億披

索，以及以攤銷成本出售投資證券收益。這

將淨利潤率比率轉化為3.6％。

該集團2021年底的淨收入轉化為1.3%的

資產回報率和11.1%的股本回報率，與去年同

比分別為1.0%和8.9%。

雖然總體消費者信心仍然較低，但AUB

能夠從2020年恢復過來，貸款和應收賬款

總額增長3%，從2020年的1688億披索增至

2021年的1738億披索。可是，低成本存款

（CASA）同比增長了20％，從1821.7億披索

增至2188.6億披索，並且是該行業最高的增長

之一。

Gomez表示：「隨著經濟開始開放，我

們預計信貸質量將會改善，吸收存款和放貸

的機會也會增加。然而，我們繼續關注歐洲

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美國不斷上升的通貨

膨脹以及可能影響菲律濱整體前景的全國選

舉結果等事態發展。」

Suzuki
三重優惠 三重興奮

本市訊：汽車愛好者肯定會得到一些好

處。菲國的緊湊型汽車分銷商先鋒———鈴

木菲律濱（Suzuki Philippines Inc，簡稱SPH）

宣布延長三重促銷活動至2022年5月31日。

三重優惠促銷給Suzuki XL7、Suzuki 

Carry和Suzuki Dzire的買家提供低首付和大額

現金折扣。

XL7 – Suzuki XL7是一款引人注目的汽

車，由於其吸睛的設計、活潑的內飾和卓越

的引擎性能，使其成為喜歡速度和舒適駕駛

的顧客的理想選擇。

XL7的首付很低，為Php 120,000，現金

折扣為Php 65,000。

Carry – Carry的所有車款不僅能滿足眼

球，還給潛在買家更多運載量。

此外，Suzuki Carry可低至Php 82,000首付

和／或Php 23,000現金折扣，取決於選擇的車

型。

Dzire – Suzuki Dzire提供的不僅僅是動

力駕駛；它還具備尖端的技術，無與倫比的

舒適性，令人驚嘆的設計，以及節油的優

點。這無疑超出了潛在的轎車買家的預期。

目前，它的首付低至Php 63,000，現金折扣可

高達為Php 60,000。

欲了解更多信息，您可以親臨全國73

家鈴木汽車授權經銷商中的任何一家，或

訪問其網站http://suzuki.com.ph/auto/。關於鈴

木的每日更新，請訪問Suzuki Auto Ph的臉書

頁面https://www.facebook.com/SuzukiAutoPh，

關注他們的推特帳號ht tp s : / / tw i t t e r . com/

SuzukiAutoPh和Instagram帳號 @suzukiautoph。
中國新能源汽車蔚來：已獲新交所附條件上市資格函
5月6日，中國新能源汽車蔚來宣佈，已從新加坡交易所取得主板二次上市的附條件上市資格函，並將於本月發佈上市文件。資料圖為山

西太原，市民從蔚來汽車專賣店前經過。	 	 	 	 	 	 	 	 	 	 	 <中新社>

一季度環球電信
資本支出達210億元
本報訊：截至2022年第一季度，由亞耶

拉家族領導的環球電信公司已在資本支出上

投資了210億元。

環球電信在聲明中說，今年前三個月的

資本投入比去年同期高出10％。

環球電信表示，大約82％的資本支出用

于與數據相關的需求，以應對數字服務需求

的激增，並為其全國客戶提供更高水平的數

字體驗。

該電信公司表示，通過這筆投資，截至

2022年3月，它在全國新建了234個新基站，

升級了3500多個移動站點，並安裝了380個新

的5G站點。

該 電 信 公 司 補 充 說 ， 它 安 裝 了 超 過

470000條光纖到戶線路。

此外，截至2022年第一季度，環球電信

的綜合服務收入從一年前的378億元增長4％

至392億元，「甚至超過了大流行病前的水

平」。環球電信表示，收入表現得益于數據

相關產品和服務的收益，因為互聯網使用仍

然是學習、電子商務、遠程辦公和娛樂的基

本服務。與此同時，今年前三個月來自子公

司的非電信收入為7.91億元，同比增長近三

倍。

環球電信本季度的核心淨收入（不包括

非經常性費用、外匯和按市值計價的費用的

影響）為51億元。

公司總裁兼首席執行官歐內斯特·邱說：

「我們對第一季度的表現感到滿意，因為收

入增長勢頭得以維持。隨著政府不斷放寬大

流行限制和經濟開放，我們看到了令人鼓舞

的結果，尤其是在移動業務方面。」

小型商業公司為微小中企業發放72億元貸款
本報訊：工商部（DTI）部長拉蒙·羅帛

示表示，該機構的融資部門已向微型、小型

和中型企業（MSME）發放了總額為72億元

的貸款，以幫助它們從疫情中恢復過來。

羅帛示在週五啟動Rise Up計劃時表示，

向微小中企業發放的72億元貸款來自小型商

業公司(SB)的2019年新冠病毒援助企業重啟

(CARES)計劃。

羅帛示說，CARES貸款已經幫助了大約

42100名借款人。

小型商業公司于2020年推出了CARES計

劃，這是一項零息貸款，內部資助了10億元

的預算。

隨著該計劃的成功，國會在同舟共濟經

濟復甦法案（Bayanihan）下撥款100億元，

用于CARES貸款的Bayanihan 2。然而，預算

部(DBM)僅向工商部的融資部門發放了80.8億

元。在已發放的資金總額中，40億元分配給

多部門中小微企業，40億元分配給與旅遊相

關的中小微企業。其餘的用于啟動小額融資

計劃的動員和運營費用。

羅帛示表示，多部門中小微企業的貸款

已被充分利用，而旅遊業的貸款則未得到充

分利用，因為與旅遊相關的企業由于經營能

力低下，即使以零利率也不願借款。

羅帛示說，迄今為止，旅遊業中的中小

微企業仍有約27億元可用。

為了繼續這項小額融資計劃，小型商業

公司推出了適用于多部門微小中企業在線貸

款工具。

羅帛示表示，小型商業公司為Rise Up

計劃撥款60億元，該計劃包含三個子計劃，

包括面向多部門微小中企業的Rise Up多用途

貸款、面向快速消費品網絡的微小中企業的

Rise Up Tindahan，以及面向旅行行業微小中

企業的Rise Up Turismo。

菲股披索收盤大跌
本報訊：因投資者期待4月份的就業數

據，週五本地股市和披索匯率收盤大幅下

跌。

基準綜合指數截至收盤時下跌109.02

點，跌幅為1.59％，收于6759.90點；而全股

指數下跌41.46點，跌幅為1.13％，至3621.70

點。

除服務業微升9點，漲幅為0.47％，至

1916.91點，其他行業指數均收低。

在前一天大漲之後，採礦/石油業領導了

下跌，下跌162.15點，至11607.42點。

其次是工業，下跌148.07點，至9336.09

點；控股公司，下跌124.33點，至6271.66點；

房地產業，下跌89.09點，至3072.82點；和金

融業，下跌17.12點，至1612.31點。

雷吉納資本發展公司銷售主管路易斯·林

這桉表示：「菲律賓股市再次遭遇科技股拋

售，抹去了前一天的漲勢。」

林寧安補充說，綜合指數在本週末的表

現跟隨全球主要交易所的交易，在前一天的

上漲之後經歷了拋售壓力。

昨夜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暴跌1000點，

標準普爾500指數創下2022年最糟糕的交易日

之一，納斯達克創下2020年以來的最差表現

之一。

下跌個股遠超過上漲個股的數量，下跌

個股為107只，上漲為60只，而61只個股在當

天收盤時沒有變化。

與此同時，菲律賓披索對美元週五下

跌11美分，抵消了前一天的漲幅，從週四的

52.39元，收于52.50元。

當天披索開盤于52.48元，弱于前一個交

易日的52.38元。

全天披索在52.44元至52.50元之間交易，

平均交易價格為52.49元。

成交額從週四的9.075億美元進一步放緩

至8.785億美元。

中國農業農村部：
今年第一次國家農產品質量安全抽檢總體合格率97.7%

中新社北京5月6日電　記者6日從中國農

業農村部獲悉，2022年第一次國家農產品質

量安全抽檢總體合格率為97.7%。

今年1-3月，農業農村部組織開展了2022

年第一次國家農產品質量安全例行監測工

作，抽檢蔬菜、畜禽產品和水產品等3大類產

品86個品種127項參數6910個樣品，總體合格

率為97.7%。

據介紹，今年第一次例行監測共抽檢了

31個省份的112個大中城市的586個蔬菜生產

基地、426輛蔬菜運輸車、285個屠宰場、169

個養殖場、665輛（個）水產品運輸車和暫養

池和476個農產品批發（農貿）市場。結果顯

示，蔬菜、畜禽產品和水產品合格率分別為

97%、99%和97.4%。

從監測品種看，抽檢的蔬菜中，水生

蔬菜全部合格，瓜類蔬菜、食用菌、甘藍

類蔬菜和葉菜類蔬菜合格率分別為98.9%、

98.7%、98.5%和97.9%。抽檢的畜禽產品中，

豬肝全部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