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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Health：醫保費用於住院和福利擴展
本 報 訊 ： 菲 律 賓 健 康 保 險 公 司

（PhilHealth）週六向其成員保證，他們的醫

保費將用于幫助菲律賓人減輕住院負擔並擴

大其他福利，因為下個月的月保費率即將上

漲，並且今年1月份開始就具有追溯效力。

PhilHealth週六在聲明中說：「PhilHealth

向所有成員保證，法定繳款計劃將繼續為

所有菲律賓人提供足夠的住院費用財務保

障。」

PhilHealth發表聲明之際，計劃從6月開

始將每月供款從3％增加到4％。

提高醫保費也從一月份開始追溯生效。

這意味著那些已經在1月至5月期間以3％的利

率繳納供款的人將不得不在2022年12月之前

結算1％的差額，但不計利息。

PhilHealth解釋說，保費上調是根據《全

民醫療保健（UHC）法》規定的，該法規定

繳費應從2020年的3％開始，每年以0.5％的增

量逐步增加，直至達到5％。

它說：「這是為了資助和支付治療患者

所需的醫療服務和藥物。」

醫保費貢獻本應在2021年1月從3％增加

到3.5％，但由于COVID-19大流行而被推遲。

PhilHealth表示，它支持尋求授予總統在

國家緊急情況下暫停調整繳費的權力的立法

努力。

由于沒有新的立法授權總統暫停《全民

健康保險法》規定的費率調整，這家國營健

康保險公司繼續按計劃提高保費費率。

儘管如此，PhilHealth表示，繳費調整也

將有助于維持COVID-19福利計劃，該計劃于

2020年推出，無需調整繳費。

COVID-19福利包包括以下內容：

從500元到2800元的SARS-CoV-2測試；

從43997元到786384元的住院套餐；

22449元的社區隔離套餐；

5917元的家庭隔離套餐。

同樣，這家國營保險公司表示，實施定

期醫保費上調將支持以下項目的增加和/或擴

展：

初級保健套餐包括咨詢、預防和治療護

理、選擇實驗室和診斷程序以及由受益人指

定的初級保健醫生確定的藥物；

血液透析延長至144次；

門診服務的心理健康套餐；

為衛生工作者提供全面的財務風險保

護；

4％的保費率意味著那些收入10000元及

以下的人必須每月向PhilHealth支付400.00元的

繳款。那些收入超過10000元但低于80000元

的人需要支付更高的每月保費，介于400元至

3200元之間；而那些收入超過80000元的人則

必須支付3200元的統一費率。

醫保費的每月供款由僱員和僱主平均分

擔，但家庭傭工（kasambahays）的醫保費完

全由僱主承擔。

杜特地總統于2019年2月簽署了據《全民

醫療保健（UHC）法》，以保證所有菲律賓

人平等獲得醫療保健領域的優質和負擔得起

的商品和服務。

濰煙高鐵招遠段實現貫通
5月14日，中鐵大橋局工人在濰煙高鐵招遠段進行架樑作業。山東省重點基建項目——濰（坊）煙（台）高鐵施工方在嚴格防控疫情基

礎上，積極復工復產。由中鐵大橋局承建的濰煙高鐵招遠段5月14日實現貫通，為後續鋪軌施工奠定了基礎。	 	 											<新華社>

林毅夫：
中美應保持正常經濟關係
樹立全球穩定和平新秩序

中新社北京5月14日電　北京大學新

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14日出席

2022清華五道口首席經濟學家論壇時指

出，中美應保持正常經濟關係，樹立全球

穩定和平的新秩序。

林毅夫說，全世界正在經歷巨大的變

革，經濟版圖發生巨變。一方面最主要的

國家增長率在下降，另一方面新興市場經

濟快速崛起，特別是中國。

他指出，全球版圖變化中，最大的輸

家是美國。2014年中國按購買力平價計算

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也正因

為這樣的改變，美國想採取一些措施保持

經濟產出並遏制中國的發展。

面對當今情況，中國接下來最好的戰

略是什麼？林毅夫給出兩個建議。

第一，希望能夠保持動態的經濟發

展。

他指出，當前中國不斷大踏步迎頭趕

上，有後發者優勢。

中國現在的技術滲透率類似20世紀40

年代的德國、50年代的日本、80年代的韓

國，這種後來居上模式的國家經濟增速在

8%至9%。對中國來說，每年有8%的經濟

增長潛質。

與此同時，中國有非常龐大的國內市

場，有很高的國際經濟占比份額，並且有

較好的政治環境保證經濟穩定增長。

「這些都是中國的優勢，中國應該發

揮這些優勢，以保持動態經濟增長。」

第二，希望能夠保持開放的態度，成

為全球化的推動者。

林毅夫說，中國按購買力平價算是全

球最大的經濟體，有8%的潛在增長率，如

果中國能夠保持這樣的高速增長，將會持

續助力全球經濟發展。

此外，中國是全球最大的貿易國家，

是120多個國家地區的最大貿易夥伴，70

多個國家地區的第二大貿易夥伴。在全球

化經濟背景之下，貿易是1+1＞2的共贏。

「因此，建議中國保持高速動態經濟

增長，並且保持開放型的改革態度。」林

毅夫說，如果能夠做到這兩點，中國的增

長將是其他國家的發展機會，也可以瓦解

美國試圖和中國脫鉤的企圖。

他還指出，目前中國正在迎頭趕上，

總有一天中國經濟總量會是美國的兩倍。

「到那一天，美國將不得不做一個

平衡和抉擇，必須跟中國做貿易，必須跟

中國維護好關係。只有跟中國打交道，才

能確保對其國家有益，保持正常的經濟關

係，這樣樹立的全球新秩序是穩定和平的

新秩序。」林毅夫說。

前四月「晉電外送」
超400億千瓦時 
含綠量持續提升

新華社太原5月14日電記者日前從

國網山西省電力公司瞭解到，今年前4個

月，山西外送電量完成406.2億千瓦時，同

比增加13.8億千瓦時，「晉電外送」的含

綠量持續提升。

為加大晉電外送，山西電力交易中心

密切關注各地用電需求，靈活開展外送交

易，拓展省間市場，在擴大外送規模的同

時，創新交易品種，促進新能源消納。

今年1月，晉電首次入滬，拓展低谷

時段新能源消納空間30萬千瓦；北京冬

奧會期間，近8億千瓦時綠色電力送入北

京；3月份，山西省內新能源與河北豐寧

抽水蓄能電站首次開展跨省互動響應交

易，增加新能源消納空間30萬千瓦。

作為全國電力外送基地，目前山西共

有10個電力外送通道，外送能力3830萬千

瓦。前4個月，山西電力已外送至北京、

天津、上海、重慶、山東、江蘇、河北、

浙江、湖南、河南等14個省市，範圍為歷

年之最。

五月以來上海國際快件進出口復甦勢頭強勁
中新社上海5月14日電　據記者14日從

上海海關獲悉，五月以來上海國際快件進

出口復甦勢頭強勁。目前上海抗疫形勢向

好發展，重點領域企業的復工復產正在加緊

推進，國際快件企業也加快了復工復產的步

伐。據上海海關統計，四月份，上海口岸進

出口快件貨物共98萬票，同比明顯減少，復

工復產措施推出後，五月前10天進出口快件

貨物就達35.3萬票。

上海跨境電商出口的復甦尤為迅速，四

月份，跨境電商出口總量為717萬票，超過去

年單月峰值，目前單日申報和審核量已達30

萬票。

上海浦東機場是中國重要的國際快件口

岸，DHL公司東北亞物流樞紐就坐落于此。

DHL公司相關負責人施銘表示：「五月我司

先後被列入上海市重點外貿企業復工復產第

二批『白名單』和上海市郵政快遞企業第一

批復工復產『白名單』。上海海關出台了一

系列加快進出口貨物申報和提離、保障長三

角地區重點產業供應鏈暢通的舉措，我司快

件進出口業務有序開展，貨量穩步回升，目

前已恢復到去年同期的57%，預計很快將達

到正常水平。」

自上海本輪疫情開始以來，浦東機場海

關值守關員進駐一線，通過「電子審批簽注

即申請即審批」「設立『抗疫專窗』」等措

施，全力保障國際快件通關不中斷，五月以

來，浦東機場海關監管進出境貨物較四月同

期大幅增長近六成。

新疆前4月外貿增長三成多 高於全國增速20多個百分點
中新社烏魯木齊5月14日電　烏魯木齊

海關14日發佈統計數據顯示，今年1-4月新疆

對外貿易進出口總值520.9億元（人民幣，下

同），與上年同期相比增長33.7%，高于全國

增速25.8個百分點。

其中，出口425億元，增長45.4%，貿易

順差329.1億元，同比擴大68.9%。

今年以來，新疆持續放大絲綢之路經

濟帶核心區優勢，一系列加快構建新發展格

局、有助于建設強大而有韌勁的國民經濟循

環體系的政策措施接連實施，紅利逐步釋

放，有力支撐了外貿增長態勢。前4月，新疆

外貿在全國各省區市中排第24位，在西部12

個省區市中排第6位，均與去年同期持平，增

速位居西部省區市第2位。

據瞭解，新疆對外貿易與「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成員國經濟互補性強、外貿合作潛力大，市

場呈現多元化，雙邊貿易量增長顯著。今年

1-4月，除吉爾吉斯斯坦、哈薩克斯坦、俄

羅斯、塔吉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等新疆前

5大貿易夥伴外，對印度尼西亞、孟加拉國

和意大利進出口分別增長229.4%、174.9%和

29.8%。

隨著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建設步伐不

斷加快，新疆「綜保區+」新興業態發展迅

速，業務種類和貿易規模不斷擴大，依托不

斷豐富的對外開放載體，新疆外向型經濟呈

現「穩中有進、進中提質」的運行態勢。數

據顯示，前4月，喀什、阿拉山口、霍爾果

斯、烏魯木齊4個綜合保稅區進出口貿易額達

95.3億元，同比增長130.2%，占新疆外貿總值

的18.3%。

烏魯木齊海關表示，下一步，將緊扣

海關總署促進外貿保穩提質的十條措施，結

合新疆實際，制定烏魯木齊海關支持新疆外

貿平穩發展的相關措施，千方百計促進外貿

保穩提質，全力支持新疆打造向西開放新高

地。

越來越多中國民眾嘗試體驗數字人民幣
新華社記者馬曉澄 孟盈如 葉挺 李嘉樂

來自四川成都的張女士在廣州市地標性

建築廣州塔上購買了一個紀念品。跟以前不

同的是，這次她選擇使用數字人民幣支付。

「我感覺很方便，軟件下載、賬號註冊

等用時不到1分鐘，安全、方便、快捷！」她

說。

當前，越來越多的中國民眾嘗試體驗數

字人民幣。加上銀行機構、互聯網公司、零

售終端等的推動，數字人民幣在中國的使用

場景越來越廣泛。

2017年以來，數字人民幣已在深圳、蘇

州、雄安新區、成都、上海、海南、長沙、

西安、青島、大連等地和2022年北京冬奧會

場景開展數字人民幣試點，基本涵蓋了長三

角、珠三角、京津冀、中部、西部、東北、

西北等不同地區。

今年4月2日，中國人民銀行發佈消息，

在前期試點地區基礎上，增加天津市、重慶

市、廣東省廣州市、福建省福州市和廈門

市、浙江省承辦亞運會的6個城市作為試點地

區，北京市和河北省張家口市在2022年北京

冬奧會、冬殘奧會場景試點結束後轉為試點

地區。

廣州塔旅遊文化有限公司經營管理分公

司財務部經理劉屹英介紹，從4月15日開始，

遊客可以在售票窗口、旅遊商品門店、餐飲

店等使用數字人民幣支付。「數字人民幣受

到了遊客的歡迎。特別是五一假期後，我們

推出了優惠支付活動，使用的遊客數量逐漸

增加。」

在廣州塔附近的廣州有軌電車海珠線車

站，車載檢票機及站台檢票機經過改造後也

支持數字人民幣支付。廣州有軌電車公司副

總經理兼總工程師蘇浚說，自從4月啟動數字

人民幣支付以來，已經累計有數百單數字人

民幣支付。

「從企業財務管理角度而言，數字人民

幣提高了效率。使用其他電子支付平台時，

消費者的金額需要先到平台，隔一段時間後

平台再跟我們對賬。而使用數字人民幣，消

費者支付後金額可以實時轉到我們的數字人

民幣賬戶，節省了時間和成本。」蘇浚說。

京東、騰訊、美團、嗶哩嗶哩等互聯網

平台也在迎接數字人民幣的到來。

目前騰訊旗下的社交軟件微信已在所有

試點地區中全面開放對數字人民幣的支持。

截至2021年底，試點區域可應用場景超過800

萬個。

騰訊公司相關負責人表示，公司自2018

年2月開始深度參與調研數字人民幣項目，參

與設計、研發、運營等多個環節，為數字人

民幣項目落地提供了支持。

美團數據顯示，自美團2021年9月參與數

字人民幣試點至2022年5月初，超過500萬個

數字人民幣子錢包被推送至美團App，超過

400萬用戶在美團用數字人民幣消費。

「數字人民幣的創新應用為公眾提供

了更加綠色普惠的選擇，而公眾又把對數字

人民幣的熱情轉化為了更大的低碳生活動

力。」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曹和平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