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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市場匯價
     新華社北京5月12日電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5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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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如下:
   100美元　　　　　　　　　　　　672.92人民幣
　100歐元　　　　　　　　　　　　707.88人民幣
　100日元　　　　　　　　　　　　5.1870人民幣
　100港元　　　　　　　　　　　　85.723人民幣
　100英鎊　　　　　　　　　　　　823.64人民幣
　100澳元　　　　　　　　　　　　466.59人民幣
　100新西蘭元　　　　　　　　　　423.19人民幣
　100新加坡元　　　　　　　　　　484.18人民幣
　100瑞士法郎　　　　　　　　　　677.04人民幣

披 索 匯 價
（二○二二年五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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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兌台幣匯率

紐約黃金期價

29.887元

1853.7美元
永福花園奠基儀式，從左到右 Mr. Ken Tee 鄭家福 (Sales Director), Mr. Stevenssen 

Velmonte 蔡永寧 (Sales Director), Mr. Wilson Sy 施逸材 (First Vice President), Mr. Paolo 
Guevara (Sales Director), Mr. Victor Solidum (Asst. Vice President).

愛心基金認可菲律濱豐田汽車公司為南呂宋最佳私營僱主、貢獻者
本市訊：領先的汽車公司菲律濱豐田汽

車公司（Toyota Motor Philippines Corporation 

，簡稱TMP）最近獲愛心基金（Pag-IBIG 

Fund）在其2021年虛擬利益相關者成就報告

（StAR）中授予「南呂宋最佳私營僱主」之

一。TMP是一家位於內湖省仙沓羅沙市的大

型企業，是第一家獲得該獎項的汽車公司。

該獎項授予對Pag-IBIG Fund實現淨收入

目標做出貢獻的最佳私人和公共機構。TMP

通過使其員工100%成為Pag-IBIG會員，並及

時將每月供款匯出而獲得認可。TMP在2021

年的匯出的供款超過了疫前的水平。

TMP還因其對Pag-IBIG Fund的定期儲蓄

和經修改的Pag-IBIG II (MP2)儲蓄計劃的支持

而受到表彰。TMP為其團隊成員在這些計劃

下的儲蓄進行註冊和匯款提供了幫助，同時

不斷地推廣財務安全的重要性。通過Pag-IBIG 

Fund的計劃，會員可以儲存資金，並將其用

於未來的住房計劃。

TMP的勞動力由1800多名正式僱員組

成，儘管疫情，但他們的就業得到了保障。

TMP通過其整個價值鏈中的就業機會，支持

汽車行業的發展，以及為菲律濱社會更好的

流動性引入新的解決方案，有助於菲律濱經

濟的復甦。

Pag-IBIG Fund也被稱為住房發展共同基

金（HDMF），是一個由政府擁有和管控的

公司（GOCC），是人類住區和城市發展部

（DHSUD）之下的主要住房機構之一。Pag-

IBIG Fund通過有效的儲蓄和融資計劃為菲律

濱人提供住房。StAR獎計劃在2019年首次啟

動，以表彰Pag-IBIG Fund的利益相關者的貢

獻。

一季度經濟增長8.3％  
超過疫情前水平

本報訊：隨著經濟的全面重新開放進

一步刺激了消費者支出和商業活動，今年

第一季度我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了

8.3％，超過了疫情前的水平。

與去年同期的收縮3.8％相比，這是一個

重大逆轉。在疫情前的2019年第一季度，國

內經濟增長了5.9％。

社會經濟規劃部長蔡榮富在閱讀政府

經濟管理者的聯合聲明時說：「第一季度的

增長超過了分析師預期的中值6.7％，使菲

律賓成為這一時期東亞地區增長最快的經濟

體。」

蔡榮富在週四的新聞發佈會上，將前三

個月經濟增長的強勁表現，主要歸功於經濟

的全面重新開放，到3月底，約有70％的人處

於一級警戒狀態。

他說，恢復過程中「缺少的一個重要部

分」是恢復面對面的學校教學，理由是學習

損失和對學習受限兒童未來生產力的影響。

蔡榮富說：「我們強勁的經濟表現使我

們更接近實現今年7％至9％的增長目標，但

我們不會滿足於現狀。我們將繼續努力加強

國內經濟，以應對俄烏衝突、中國經濟放緩

和美國貨幣正常化等外部風險加劇。」

蔡榮富說，政府已採取措施應對俄烏衝

突帶來的通脹壓力，而石油和食品價格正在

上漲。

他表示，將繼續為公共交通和農業部門

實施各種有針對性的補貼計劃，以緩解油價

上漲的影響。

兼國家經濟發展署(NEDA)署長的蔡榮富

說，能源部還繼續努力確保私營石油公司為

公共交通部門提供每升1元至4元的折扣，而

農業部正在承擔159000名農民和漁民的燃料

補貼計劃。

他認為，下屆政府必須「認真考慮下一

組稅收改革」，特別是為基礎設施項目提供

資金。

他補充說：「但最重要的是繼續這種

宏觀（經濟）財政審慎，量入為出，在必要

時提高稅收改革，為基礎設施和人力資本發

展的重要投資提供資金。所以，我認為這確

實是首要任務。這是連續三屆政府的政策，

我們希望並相信這是必須保持的重要連續

性。」

與此同時，菲律賓統計管理局(PSA)報告

稱，第一季度增長的主要貢獻者是製造業，

增長10.1％；批發和零售貿易；汽車和摩托車

修理，7.3％；運輸和儲存，26.5％。

主要經濟部門中，工業實現正增長，增

長10.4％；服務業，增長8.6％；農業、林業

和漁業增長0.2％。

一季度宿務太平洋
淨虧損擴大4％

本報訊：由於今年前兩個月COVID-

19病例重新抬頭，低成本航空公司宿務太

平洋航空公司的淨虧損在2022年前三個月

擴大。

宿務太平洋週四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今年第一季度其淨虧損為76.1億元，比

2021年同期的73.0億元增長4％。

該航空公司表示，由於奧米克戎變種

導致COVID-19病例再次激增，該航空公

司在1月和2月面臨逆風，這迫使政府將我

國恢復為三級警戒並重新實施更嚴格的旅

行法規。

它說，由於機組人員資源有限，政府

還限制了運營能力，導致多次航班取消。

儘管如此，據宿務太平洋航空稱，從

3月開始，隨著疫苗接種率的提高，警戒

級別有所降低，從而使當地政府部門簡化

了旅行要求，從而鼓勵人們外出旅行。

2022年第一季度，該航空公司飛行

了16521架次航班，比去年增加128％，而

乘客人數同樣增加了272％，達到205萬人

次。

貨運業務持續增長，貨運量同比增長

36％至3420萬公斤。

宿務太平洋第一季度的收入為67.1億

元，同比增長148％，這主要得益於客運

業務，從去年同期的8.87億元增長256％至

31.6億元。宿務太平洋表示，在2022年剩

餘時間內，由於國內復甦和國際目的地的

重新開放，它認為業務前景會更好。

四月汽車銷量增長40％
本 報 訊 ： 菲 律 賓 汽 車 製 造 商 協 會

(CAMPI)和卡車製造商協會(TMA)週四報

告，隨著2022年4月汽車洵增長40.9％，國

內汽車組裝商的銷量連續兩個月增長超

過40％。上個月汽車銷量從2021年4月的

17843輛增加到25149輛。

然 而 ， 4 月 份 的 增 長 率 較 3 月 份 的

43.4％略有放緩。

CAMPI和TMA表示，乘用車和商用

車的銷量均增長了兩位數。

乘用車部門的同比增長從2021年的

5570輛增長到今年4月的6259輛，增長了

12.4％。商用車銷量從去年同期的12273

輛，增長53.9％，至18890輛。

CAMPI總裁隆美爾·古鐵雷斯在一份

聲明中說：「與去年相比，消費者對大件

商品的需求有所改善，4月份的銷售業績

反映了疫情的持續控制。」

今年1月至4月的行業銷量也從去年同

期的88155輛增長13.3％至99903輛。

其中75％是商用車，銷量同比增長

24％，從2021年同期的60730輛，增長到

75321輛。

今年前四個月的乘用車銷量從去年前

四個月的27,425輛下降10.4％至24582輛，

這主要受到2022年前兩個月由於Covid-19

限制措施的拖累。

工商部希望下屆政府不要逆轉當前政策改革
本報訊：工商部(DTI)確定了該機構的10

項優先計劃，希望下屆領導層能夠實施，其

首要任務是不逆轉當前杜特地政府的政策方

向和經濟改革的連續性府。

工商部部長拉蒙·羅帛示週四告訴記者，

這些計劃將支持下一屆政府繼續由羅德裡戈·

杜特地總統領導的經濟復甦努力。

他說，這些計劃幫助菲律賓在2022年第

一季度實現了8.3％的國內生產總值（GDP）

增長。

羅帛示說，工商部希望下一任領導層通

過繼續推出免疫計劃來確保經濟全面復甦，

這樣所有地區都將處於一級警戒狀態，課堂

可以恢復面對面授課。

下任工商部負責人還應提高本地生產能

力現代化和提高生產力的計劃的預算，特別

是提高微型、中小型企業(MSME)的能力。

工商部還將創新政策和計劃列入其優先

清單，例如建立區域包容性創新中心(RIIC)和

人工智能研究中心；電子商務和金融科技；

發展電動汽車生態系統；並專注於創意產

業。

羅帛示表示，隨著即將上任的領導層，

該機構應繼續採取舉措，以簡化經商並追求

政府交易和流程的簡化和數字化。

他補充說，還應通過《互聯網交易法》

並為標準和測試設備提供預算來保護消費

者。

羅帛示說：「需要情報基金來加強打擊

走私者、奸商、囤積者和電子商務詐騙者的

行動。」

他補充說，工商部應與菲律賓國家警

察、國家調查局和國家情報協調局加強聯

繫，以打擊走私者和詐騙者。

羅帛示說，這些計劃將留待下一任工商

部負責人進行討論。

金融機構需要防欺詐監控系統
本報訊：由菲律賓中央銀行(BSP)監管的

金融機構(FI)現在需要擁有自動化和實時的防

欺詐監控和檢測系統，以應對日益增多的網

絡欺詐事件。

央行行長本杰明·迪奧克諾週四在新聞簡

報會上說，他們最近發佈了第1140號通告，

作為對信息技術風險管理框架的修訂，此前

他們的監測顯示網絡攻擊和非法計劃同時影

響兩個或多個金融機構。

迪奧克諾表示，金融機構的自動防欺詐

監控系統，以及他們的反洗錢系統，「應該

被連接或整合，以擁有一個有凝聚力和全面

的金融犯罪預防系統。」

迪奧克諾說：「央行認為，行業參與者

之間必須採取整體和協調的方法，以確保資

金不會被欺詐者和網絡犯罪分子輕易吸走。

為此，央行將繼續與相關利益相關者合作，

以確保政策框架和監管行動在快速發展的網

絡安全環境中有效且迅速響應。」

他說，我國的數字支付採用繼續擴大，

通過使用可互操作設施的持續增長，例如電

子資金轉賬設施PESONet和InstaPay，稱為國

家二維碼標準（QRPH），以及基於網絡的

e.Govpay公眾可以用來提交和支付政府的費

用、貸款和其他費用。

迪奧克諾表示，從2021年的2180萬筆交

易和1.3萬億元，迄今為止，PESONet的交易

量和價值分別達到了2640萬筆和1.9萬億元。

他表示，截至今年4月底，InstaPay交易

量從去年前四個月的1.25億筆交易增長32.7％

至1.66億筆。

雙龍公司2021年
淨收入增長87.2％
本報訊：雙龍公司過去一年的利潤增長

了87.2％，綜合收入增長了11％以上。

雙龍公司在一份監管文件中表示，去年

其合併淨收入攀升至113億元，而收入增長至

159億元。由於DDMP REIT的上市和快樂蜂集

團對其工業租賃子公司Central Hub的投資，他

們的資產增長了17.2％至P1417億元，而其股

權增長了41.3％至693億元。

雙龍公司在年內完成的經常性收入組合

的總建築面積超過120萬平方米，超過了公司

的目標。

公司主席埃德加·西亞(Edgar Sia）說：

「這一系列優質硬資產應該在不同時間成熟

並產生經常性收入，但我們預計它們都將在

2025年之前達到最佳的經常性收入產生，並

為雙龍源源不斷地貢獻可觀的經常性收入現

金流。」

雙龍公司的主要業務板塊包括零售租

賃、寫字樓租賃、工業租賃和酒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