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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米貿易自由化使大米價格更實惠
本報訊：自2019年以來，《大米關稅法

(RTL)》的通過和實施已將我國主食的價格降

至目前每公斤39元的平均價格，較2018年的

平均零售成本每公斤46元下降約7元。

擺脫了幾十年來利用大米保護主義政策

的地方根深蒂固的利益，這種主食現在更實

惠，特別是對於低收入的菲律賓人來說，他

們將家庭總預算的約16％用於購買大米。

羅德裡戈·杜特地總統於2019年2月14日將

《大米關稅法》簽署成為法律，成為第11203

號共和國法案。該法律後來於2019年3月5日

生效，用關稅取代了大米進口配額的限制。

財政部長卡洛斯·多明戈斯三世週日在一

份聲明中說：「大米關稅法在歷屆政府歷經

三十多年的失敗嘗試後終於實現。該法律打

開了菲律賓大米市場，進而降低了超過1億菲

律賓人的主食價格。」

多明戈斯說，由於這項改革（他在30年

前擔任農業部長時首次提出），大米不再是

通貨膨脹的主要因素。

他補充說：「為了我們消費者的利益，

大米關稅化最終實現了總統的強烈政治意

願。」

國家經濟發展署(NEDA)估計，隨著通

過《大米關稅法》使大米價格更實惠，從現

在開始的三年內，我國營養不良兒童和面

臨飢餓風險的人口比例將分別減少2.8％和

15.4％。

國家經濟發展署表示，這些估計值相當

於減少了約210萬人面臨飢餓和營養不良的風

險。

在《大米關稅法》生效前的2018年，

普通精米(RMR)的零售價飆升至每公斤46.04

元。在《大米關稅法》之後，截至2022年4

月，該大米品種的平均價格降至每公斤39.13

元，降低6.91元。

《大米關稅法》的另一個主要好處是通

過創建價值100億元的稻米競爭力增強基金

(RCEF)將數十億元的資金流向農業部門，該

基金專門用於資助將通過以下方式，提高水

稻種植者競爭力的計劃為他們提供容易獲得

肥料、農業機械和設備、高產種子和廉價信

貸的途徑；並為他們提供有關農業機械化和

現代農業技術的技能培訓計劃。

根據《大米關稅法》，從2019年3月5日

開始從大米進口中徵收的所有進口關稅都用

於稻米競爭力增強基金和其他農業現代化計

劃。僅在2022年的前四個月，海關局(BOC)就

已經從大米進口中徵收了66億元的關稅，這

已經是稻米競爭力增強基金每年指定的100億

元的三分之二。

國家糧食署(NFA)在《大米關稅法》之

前壟斷了大米進口，一些私人貿易商獲得了

進口許可證，使他們能夠通過囤積和其他操

縱行為來控制大米的價格和供應。

通過《大米關稅法》，國家糧食署的作

用僅限於確保緊急大米庫存僅從當地的麻瓜

種植者那裡採購。

多明戈斯說，通過大米關稅化，政府能

夠「在糧食安全方面發揮力量」來應對Covid-

19危機。

他說，儘管全國範圍內為保護人民和社

區免受大流行而實施的流動限制或封鎖導致

後勤限制，但政府仍能夠維持農產品從當地

農場流向菲律賓消費者。

多明戈斯補充說，農業部門是菲律賓應

對大流行的「最亮點之一」，這在很大程度

上要歸功於《大米關稅法》。

代表、政要、嘉賓齊聚ADAS 2022

圖示：從左至右：APAC Expo Pte Ltd. 董事總經理 Andrew Marriott；菲武裝部隊參
謀長Andres C. Centino將軍； 國防部長 Delfin N. Lorenzana； 國家安全顧問Germogenes C. 
Esperon；國防部副部長Cardozo M. Luna。

本市訊：2022年亞洲防務與安全(ADAS)

展是第四屆的亞洲防務與安全、危機與災難

管理展覽會和會議，這一活動最近在菲律濱

巴西市的世貿中心開幕，吸引了來自軍事組

織、顯要人物、政府官員、嘉賓，甚至數千

名來自民用部門的參觀者。

ADAS 2022共吸引了來自亞洲、歐洲、

南北美洲和非洲31個國家的157家參展商，展

示了全球在防務和安全領域的領先產品和技

術。

為為期三天展會開幕和擔任嘉賓講者的

菲律濱國防部長Delfin Lorenzana說：「今年，

這裡有 31 個國家，包括菲律濱，考慮到世

界上正在發生的事情，這是一個很不錯的數

字。」

他補充說：「願我們在本次活動度過一

段富有成效、愉快和有意義的時光。」他很

感謝APAC EXPO Pte Ltd董事總經理 Andrew 

Marriott「再次在馬尼拉舉辦了展覽會」。

ADAS 2022 得到了國防部、菲武裝部

隊、菲國警、菲海岸警衛隊、菲律濱共和國

總統辦公室和馬尼拉市的其他政府機構的支

持，這是第二次在菲律濱舉辦的展覽會。

ADAS 於 2014 年推出，此後每兩年舉辦

一次，但在 2020 年的展期因新冠肺炎疫情

而被推遲。Lorenzana在致辭中表示，APAC 

EXPO決定在馬尼拉舉辦展覽會，顯示了菲

律濱在世界各地，特別是在亞太地區的重要

性。

Lorenzana說：「國防部很榮幸能成為您

在這項事業中的合作夥伴。國防部門讚賞這

一表示，認我們作為亞太地區戰略國家的重

要性，」

他 補 充 說 ： 「 我 代 表 總 統 兼 總 司 令

Rodrigo Roa Duterte宣布第四屆亞洲防務與安

全、危機與災害管理展覽會暨會議開幕。」

菲武裝部隊總參謀長Andres Centino對在

馬尼拉舉辦展覽的重要性表示讚賞。「如果

沒有這樣的活動，我們就看不到我們想要的

能力。」這位菲律濱軍方負責人說，所以，

我們有機會親眼看看我們想要使用的可用的

軍用產品，這很好。」

參展企業，其中一些甚至由他們的國

家官員陪同參與，對其產品的參展成果非

常樂觀。「自2014 年以來，我們一直參與 

ADAS。」

捷克共和國的國防部副部長Ben Ziga說：

「我們一直在這裡，也將永遠在這裡。 我

們正在展示我們所能提供的。現在，我們確

實從2017年開始就國防合作（與菲律濱）達

成了協議。我們在2021年就國防和物流達成

了諒解備忘錄（協議備忘錄）。所以，我們

有平台，我們有產品，我們就在這裡展示

它們，並希望通過這一活動取得一些好的結

果。」

Ziga補充說：「我們祝賀菲律濱和國防

部以及組織者，因為我們正在前進，這是最

重要的事情。你可以談論視頻會議，你可以

談論團隊等等。但擁有這些人，與他們保持

聯繫絕對是最重要的。儘管這對我來說是25

個小時的飛行，但我們很樂意這麼做。」

土地銀行為受危機影響的企業推出500億元貸款計劃
本報訊：國有菲律賓土地銀行推出了一

項500億元的貸款計劃，用於為遭受自然和人

為災難（例如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持續的衝

突）打擊的企業。

國家援助旨在為社會和經濟儲備中的實

體帶來可見的衝擊波給企業帶來機會，旨在

為企業提供額外的營運資金。

然後，這可用於促進運營、擴大貿易設

施以及儲備供應和庫存，以應對危機造成的

實際或即將產生的影響。

土地銀行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塞西莉亞·博

羅梅奧在一份電子郵件聲明中表示：「土地

銀行旨在通過緩衝經濟中斷的負面影響來增

強關鍵發展行業的彈性。」

她說：「通過國家服務貸款計劃，我們

還將在繼續為國家服務的同時，為防止基本

商品價格飆升做出貢獻。」

土地銀行的任務是促進農村發展，同時

保持財務可行性。它實施全面的土地改革計

劃（CARP），為小農和漁民提供援助，並作

為政府資金的官方存放處。

根據該計劃，可再生能源開發商、農業

綜合企業、航空硬件和機器製造商等借款人

最多可貸出實際需求的85％。

這將根據使用時適用的彭博估值參考

(BVAL)率以及不超過基於借款人信用評級的

規定價差的75％的價差計算。

土地銀行較早前報告稱，今年前三個月

的淨收入為132億元，比去年同期的54.8億元

高出141％。

工商部(DTI)在3月還宣佈了向小企業發

放價值6億元的生計支持的目標。

工商部早些時候表示，截至2021年6月，

約有10％的微小中企業被迫關閉。

在隔離高峰期，這一比例在2020年5月高

達52.66％。

寧夏賀蘭山東麓葡萄酒
組團亮相德國

中新社銀川5月15日電　5月15日，寧

夏賀蘭山東麓葡萄酒產區攜旗下36家葡萄

酒酒莊亮相德國杜塞爾多夫國際葡萄酒與

烈酒展覽會，展會將持續至17日。

此次參展採取視頻連線形式，主會

場設在德國杜塞爾多夫會展中心寧夏賀蘭

山東麓葡萄酒產區展位，分會場設在寧夏

銀川，主會場與分會場同步畫面，全面展

示寧夏賀蘭山東麓葡萄酒產區風土魅力及

發展成果，讓更多人感受賀蘭山東麓葡萄

酒人的巧手匠心。

德國杜塞爾多夫國際葡萄酒與烈酒

展覽會是以葡萄酒、烈酒、釀酒師、生

產、儲存為主的國際貿易博覽會，每年舉

辦一次，該展覽會是全球最具影響力的酒

類展會之一，以專業化程度高、國際品類

雲集和市場轉化率高聞名。

寧夏賀蘭山東麓是世界公認的釀酒

葡萄生產黃金地帶，絕佳的風土氣候造就

了寧夏葡萄酒甘潤平衡、香氣濃郁、回味

悠長的獨特品質。近年來，先後有50多家

酒莊的上千款葡萄酒在國際大賽中斬獲頂

級大獎，生產的葡萄酒遠銷法國、德國、

美國、比利時、加拿大等20多個國家和地

區，已經成為中國葡萄酒的重要產區、明

星產區。2021年，寧夏國家葡萄及葡萄酒

產業開放發展綜合試驗區正式掛牌，是中

國首個特色產業開放發展綜合試驗區。

目前，寧夏賀蘭山東麓葡萄酒產區

釀酒葡萄種植面積達到55萬畝，佔全國總

種植面積的三分之一，葡萄酒產量超過

1.3億瓶，綜合產值突破300億元人民幣。

中國調整
差別化住房信貸政策

新華社北京5月15日電 記者15日從中

國人民銀行獲悉，人民銀行、銀保監會發

佈相關通知，調整差別化住房信貸政策。

對于貸款購買普通自住房的居民家庭，首

套住房商業性個人住房貸款利率下限調整

為不低于相應期限貸款市場報價利率減20

個基點，二套住房商業性個人住房貸款利

率政策下限按現行規定執行。

通知提出，在全國統一的貸款利率

下限基礎上，人民銀行、銀保監會各派出

機構按照「因城施策」的原則，指導各省

級市場利率定價自律機制，根據轄區內各

城市房地產市場形勢變化及城市政府調控

要求，自主確定轄區內各城市首套和二套

住房商業性個人住房貸款利率加點下限。

人民銀行表示，此舉旨在堅持房子

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全面落

實房地產長效機制，支持各地從當地實際

出發完善房地產政策。

廈門16項措施促外貿 

加力推廣RCEP原產地政策
中新社廈門5月15日電　廈門海關15

日稱，今年以來外貿企業遭遇需求收縮、

供給衝擊、預期轉弱等多重壓力，廈門海

關出台16項舉措，促進外貿保穩提質。

這些措施從提升通關便利化水平、

做好惠企紓困工作、保障產業鏈供應鏈穩

定等3個方面，進一步激發外貿市場主體

活力和企業發展內生動力。

廈 門 海 關 綜 合 業 務 處 副 處 長 蔡 毅

稱，該關將進一步推廣「提前申報」「兩

步申報」「兩段准入」模式，優化取樣送

檢流程，提高進口商品口岸通關效率；

「推進跨境貿易便利化專項行動，進一步

壓縮通關時間，實現整體通關時間只減不

增。」為切實幫助外貿企業解決困難，廈

門海關啟動「惠企助穩」專項行動，通過

「關企直通車」、穩外貿大調研、12360

海關服務熱線等形式，及時收集企業問

題，並建立「問題收集、聯合研判、反饋

銷號」的「問題清零」工作機制。

特別提款權籃子貨幣構成不變 人民幣權重上調至12.28%
新華社北京5月15日電 記者5月15日從中

國人民銀行獲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執董會

一致決定，維持現有特別提款權（SDR）籃

子貨幣構成不變，並將人民幣權重由10.92%

上調至12.28%。新的SDR貨幣籃子在今年8月

1日正式生效，並于2027年開展下一次SDR定

值審查。

記者從人民銀行瞭解到，5月11日，國

際貨幣基金組織執董會完成了5年一次的特

別提款權（SDR）定值審查。這是2016年人

民幣成為SDR籃子貨幣以來的首次審查。執

董會一致決定，維持現有SDR籃子貨幣構成

不變，即仍由美元、歐元、人民幣、日元和

英鎊構成，並將人民幣權重由10.92%上調至

12.28%（升幅1.36個百分點），將美元權重由

41.73%上調至43.38%，同時將歐元、日元和

英鎊權重分別由30.93%、8.33%和8.09%下調

至29.31%、7.59%和7.44%，人民幣權重仍保

持第3位。

人民銀行表示，中國改革開放的信心和

意志不會動搖，將始終堅持擴大高水平對外

開放。

下一階段，人民銀行將和各金融管理部

門一道，繼續堅定不移地推動中國金融市場

改革開放，進一步簡化境外投資者進入中國

市場投資的程序，豐富可投資的資產種類，

完善數據披露，持續改善營商環境，延長銀

行間外匯市場的交易時間，不斷提升投資中

國市場的便利性，為境外投資者和國際機構

投資中國市場創造更有利的環境。

俄羅斯通脹創20年新高 經濟前景蒙陰影
中新社北京5月14日電　俄烏衝突發生以

來，在美西方層層加碼的經濟制裁下，俄羅

斯通脹率再創新高，經濟前景也蒙上陰影。

據俄羅斯聯邦統計局日前披露的數據顯

示，俄羅斯4月通脹率同比漲幅達到17.83%。

這一數據不僅高于3月的16.69%，還創下20年

來新高。從月度環比數據看，俄羅斯4月通

脹上漲1.56%，3月為7.61%，環比增速有所回

落。

自2月下旬俄烏衝突爆發以來，俄羅斯國

內物價持續攀高。造成俄羅斯通脹飆升的原

因主要源自美西方對俄羅斯經濟、金融、能

源和貿易等領域的制裁。

一方面，俄烏衝突持續升級，引發資本

市場恐慌情緒，令盧布匯率一度出現暴跌和

大幅貶值。另一方面，伴隨盧布走弱和外部

貿易受限，俄羅斯國內蔬菜、糖、衣服和智

能手機等商品物價也出現大幅上漲。這在4月

通脹分項數據中也有所體現，包括食品在內

的商品通脹出現明顯上漲。

但通脹率的持續上漲並未引起俄羅斯央

行的過度擔憂。

俄羅斯央行預計，由于基數效應，通

脹仍將繼續加速，但隨著金融領域形勢的

穩固，俄羅斯經濟政策正在從「以反危機為

主」，逐步向「防風險與促發展並重」過

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