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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市場匯價
     新華社北京5月11日電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5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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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如下:
   100美元　　　　　　　　　　　　672.9人民幣
　100歐元　　　　　　　　　　　　708.87人民幣
　100日元　　　　　　　　　　　　5.1634人民幣
　100港元　　　　　　　　　　　　85.722人民幣
　100英鎊　　　　　　　　　　　　828.62人民幣
　100澳元　　　　　　　　　　　　466.9人民幣
　100新西蘭元　　　　　　　　　　423.41人民幣
　100新加坡元　　　　　　　　　　483.79人民幣
　100瑞士法郎　　　　　　　　　　675.93人民幣

披 索 匯 價
（二○二二年五月十一日）

外
匯
市
場
自
由
市
場

開盤

收盤
成交額

52.320

52.275
$898.9M

52.36

6.850

7.950

美元

港元

人民幣

美元兌台幣匯率

紐約黃金期價

29.687元

1841.0美元

4月份中國CPI溫和上漲 同比漲幅擴大至2.1%
5月11日，受國內疫情及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上漲等因素影響，4月份中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漲幅有所擴大，呈現溫和上漲態

勢。當日，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4月份，中國CPI同比上漲2.1%。圖為福建福州，市民在商店選購打折商品。   <中新社>

一季度SM投資公司淨收入達120億元 
本報訊：由於COVID-19大流行病持續，

由施至成家族領導的企業集團SM投資公司報

告，今年第一季度其淨利潤實現了兩位數的

增長。

SM投資公司週三在提交證券署的聲明中

說，期間綜合淨收入為120億元，比去年同期

的95億元增長27％。

該公司的綜合收入也從去年同期的969億

元增長16％至1121億元。

SM投資公司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弗雷德裡

克·李文壽（Frederic Dy Buncio）表示：「我

們第一季度的財務表現顯示出持續的復甦勢

頭，收入和淨收入增長加快。作為一個整

體，我們正在實現大流行病前的表現，受大

流行打擊最嚴重的業務繼續強勁復甦。雖然

地緣政治風險仍然存在不利因素，但我們繼

續看到消費者信心獲得動力。」

SM投資公司表示，其銀行業務佔其綜合

淨收入的49％，其次是房地產，占29％，零

售占16％。

該公司的投資組合貢獻了6％。

李文壽說：「我們的組合投資為我們提

供了良好的增長機會，因為我們將繼續在菲

律賓的高增長地區尋找進一步的投資。」

SM投資組合的增長由阿特拉斯綜合礦業

開發公司引領，該公司報告的淨收入為12.2

億元，同比增長191％，這得益於產量增加和

金屬價格上漲。

與此同時，SM零售公司的收入為745億

元，比去年同期的700億元增長6％。

該公司的房地產部門SM Prime控股公

司第一季度的綜合淨收入從去年同期的65億

元增長15％至74億元，其菲律賓購物中心業

務報告的收入為82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了

40％。

SM投資公司表示，社區隔離措施的放寬

允許更多商店營業，租金收入增加34％至76

億元。

同樣，以SM開發公司為首的SM Prime住

宅業務報告120億元，與去年同期持平。

該公司表示，SM Prime的其他主要業

務，包括辦公室、酒店和會議中心，第一季

度的收入增長了30％，達到20億元。

在銀行核心業務的推動下，SM投資公司

的銀行部門--金融銀行(BDO)第一季度的淨收

入增長了13％，達到117億元。

由於企業借款人的強勁需求、中間市場

的復甦以及消費者部門的彈性。

金融銀行的貸款組合增長了7％至2.4萬

億元。

由於活期賬戶/儲蓄賬戶(CASA)存款增長

11％，占總存款的86％，存款也增長至2.8萬

億元。

同樣，由於收益資產增加和利息支出減

少，中興銀行的淨利息收入增長了15％，達

到108億元。

GDP報告出來前 
菲股收盤下跌 
披索小幅升值

本報訊：在第一季度國內經濟增長

數據公佈之前，週三本地股市收盤再次下

滑，但披索對美元匯率小幅升值。

基準綜合指數截至收盤時下跌85.07

點，跌幅為1.27％，至6635.86點；而全

股指數下跌26.65點，跌幅為0.74％，至

3557.97點。

大多數行業指數也以負值收盤，以

控股公司為首，下跌了2.53％；房地產

業，下跌1.35％；工業，下跌1.01％；和

金融業，下跌0.03％。

另一方面，採礦/石油業上漲2.63％，

服務業上漲0.48％。

成交總量達到19.2億股，價值66.4億

元。

共計97只個股上漲，103只下跌，48

只收盤保持不變。

雷吉納資本發展公司銷售主管路易

斯·林寧安表示：「除了定於週四發佈的

2022年第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GDP)報

告外，投資者等待的另一個因素是美國

2022年4月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報告的發

佈。」

雷吉納資本發展公司預測今年前三

個月國內經濟將增長7％，低於上一季

度修正後的7.8％。它的初步報告為增長

7.7％。

林寧安說：「我們將產出的擴張歸

因於有利的基數效應和選舉支出，但在此

期間通脹飆升可能會對增長勢頭造成壓

力。」

與此同時，當地貨幣對美元匯率從

前一天的52.37元，小幅下跌9.5分，收於

52.275元。

當天披索開盤於52.32元，好於前一

個交易日的52.499元。

全天披索在52.35元至52.222元之間交

易，平均交易價格為52.267元。

成交額達到8.989億美元，高於週二

的6.916億美元。

市場需求強勁 
TDF利率漲跌互現
本報訊：菲律賓央行（BSP）週三

下調了兩周定期存款工具（TDF）的報價

量，理由是「系統流動性減少」，但兩

個期限TDF都被超額認購，收益率漲跌不

一。

7天期TDF的報價量保持在1000億

元，而為期兩周的TDF融資報價為1400億

元，高於前一周的1700億元。兩個標的都

被全額授予。

7天期TDF的利率從5月4日的拍賣

會的1.9597％，變為1.9599％，幾乎沒

有變化；而兩週期TDF的利率從上周的

2.0352％下降至2.0287％。

7天期TDF的總投標達到1509.45億

元，投標覆蓋率為1.5095；而兩週期TDF

的總投標達到1616.02億元，投標覆蓋率達

到1.1543。

一季度DMCI控股淨利潤達113億元
本報訊：孔松吉家族領導的多元化工程

集團DMCI控股公司在2022年的前三個月中，

其淨利潤達到了公司歷史上任何一個季度的

最高水平。

DMCI控股公司週三在提交證券署的聲明

中說，今年第一季度的淨收入為113億元，比

去年同期的43億元增長165％。

該公司將其「創紀錄」業績歸因於「在

商品和電力現貨價格上漲的情況下，其煤

炭、鎳和電力業務的強勁經營業績」。

公司主席兼總裁伊西德羅·孔松吉（Isidro 

Consunji）說：「塞米拉拉礦業的表現超出了

我們的預期，而DMCI礦業和DMCI電力均實

現了兩位數的增長。」

孔松吉補充說：「但由於大流行和俄烏

戰爭的連鎖反應，我們的建築和房地產業務

正顯示出放緩的跡象。」

DMCI控股公司表示，由於煤炭產量、出

貨量和平均售價創歷史新高，以及更高的售

電價格，塞米拉拉礦業和電力公司(SMPC)的

淨收入貢獻從13億元增長544％至80億元。

與此同時，DMCI Homes為公司的利潤

貢獻了14億元，比去年同期的15億元下降了

7％。

原因是建設成就較低、符合收入確認條

件的新賬戶較少以及預訂銷售取消率較高。

由於鎳礦石出貨量和外匯匯率上漲，

DMCI礦業的淨收入貢獻從4.15億元增長20％

至4.99億元。

D.M. Consunji公司對DMCI控股的淨收入

貢獻從3.93億元下降7％至3.67億元，主要是

由於沒有一項合資基礎設施項目的一次性關

聯方交易。

由於人員、公用事業和利息支出減少，

邁尼拉德水務公司的貢獻從2.87億元增長到

3.19億元，增長了11％。

DMCI電力也貢獻了1.32億元，比1.18億

元增加了12％，原因是其所有服務領域的發

電量和銷售額都較高。

第一季度農業產出收縮3.1％
本報訊：菲律賓統計管理局（PSA）週

三公佈的數據顯示，菲律賓在2022年開局時

農業產出有所收縮，主要受農作物、牲畜和

漁業減產拖累。

按2018年不變價格計算，第一季度農業

和漁業產值下降0.3％，而2021年同期下降

3.4％，2021年最後一個季度增長2.6％，這是

去年唯一的增長季度。

農作物子行業下降了1.6％，其中煙草

下降了24.1％。其次是甘蔗，下降10.1％，捲

心菜下降7.3％，番茄下降6.1％，咖啡下降

3.9％。

大米、玉米、香蕉、木薯、橡膠、甘

薯、番茄和小檸檬(calamansi)的產量也出現下

降。但是椰子、菠蘿、洋蔥、茄子、蕉麻、

馬鈴薯、苦瓜、芒果、可可和其他作物的產

量有所增長。

畜牧業下滑1.0％，因為豬、牛和山羊產

量出現收縮，而水牛和奶製品則出現擴張。

漁業下降5.8％，其中泥蟹(alimango)

下降24.8％，其次是鰹魚(gulyasan)，下降

20.2％，流蘇沙丁魚(tunsoy)，下降13.5％；遮

目魚(bangus)，下降12.7％，虎蝦(sugpo))下降

11.3％。

唯 一 增 長 的 子 行 業 是 家 禽 ， 增 長 了

12.3％，其中雞肉增長了13.0％，雞蛋增長了

12.4％，鴨蛋增長了11.8％。鴨子產量下降了

21.5％。

按現價計算，農漁業產值4986.1億元，

比上年增長2.1％。

農業部長威廉達爾將收縮歸因於「化肥

價格飆升」。

達爾說，政府需要給予更多的化肥補貼

來增加產量。

農業部長週三在經濟記者協會組織的虛

擬論壇上說：「如果我們不提供化肥補貼，

生產水平可能會下降，這將是一個很大的挫

折。」

達爾說，農業部(DA)要求預算部(DBM)

追加60億元，以資助其化肥補貼計劃，該計

劃的目標是在雨季分發。

農業部的補貼計劃為種植自交水稻品種

的農民提供2000元肥料券。

為種植雜交水稻品種的農民提供3000元

優惠券。

上海浦東國際機場5月以來進出境貨機和貨物量環比大幅增長
新華社上海5月11日電 記者11日從浦東

國際機場海關瞭解到，5月1日至10日，浦東

國際機場海關監管進出境貨機1097架次，監

管進出境貨物4.3萬噸，分別比4月同期大幅

增加42.8%和59.3%。

這表明浦東國際機場經歷3月28日浦東封

控以來的戰「疫」挑戰，正逐步恢復往日活

力。

受近期國內需求驅動，一家大型醫療器

材企業通過包機方式，一次就經浦東國際機

場進口了80餘噸醫療物資。經口岸監管和航

空物流部門通力合作，這些醫療物資抵達浦

東國際機場當天即被分批運往上海、北京、

廣州、福建等地的醫院、疾控中心、病理研

究中心和實驗室。

目前，浦東國際機場海關有237名幹部職

工在崗值守。

為全力保障產業鏈供應鏈安全暢通，

浦東國際機場海關推行了海關業務全程網上

辦理，通過「一企一策」，為集成電路、生

物醫藥、汽車等重點產業提供個性化通關方

案，協調建立重要物資綠色通道。

3月28日浦東實施封控以來，浦東國際機

場海關已累計受理企業加急通關申請850餘批

次，對上海1800餘家重點復工復產企業實施

的保障性通關監管措施覆蓋率已超過三分之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