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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市場匯價
     新華社北京5月17日電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5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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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如下:
   100美元　　　　　　　　　　　　678.54人民幣
   100歐元　　　　　　　　　　　　708.45人民幣
   100日元　　　　　　　　　　　　5.2611人民幣
   100港元　　　　　　　　　　　　86.439人民幣
   100英鎊　　　　　　　　　　　　836.52人民幣
   100澳元　　　　　　　　　　　　473.31人民幣
   100新西蘭元　　　　　　　　　　428.28人民幣
   100新加坡元　　　　　　　　　　487.83人民幣
   100瑞士法郎　　　　　　　　　　677.38人民幣

披 索 匯 價
（二○二二年五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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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交委批准北極星肉商首次公開募股
本報訊：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已批准

了肉類供應商北極星肉商（North Star Meat 

Merchants）公司高達45億元的首次公開募股

(IPO)。

證券交易委員會在5月17日的會議上，全

體決議批准北極星肉商的登記聲明，涵蓋18

億股普通股，但前提是該公司遵守某些剩餘

要求。

北極星肉商將向公眾發售高達3.6億股普

通股，每股價格高達10元。

該要約還將包括由出售股東Golden MJTF

控股公司提供的3200萬股股票，以及5800萬

股普通股的超額配售選擇權，每股定價高達

10元。

上述股票將在菲律賓證券署（PSE）主

板上市交易。

發行主要股份的淨收益預計約為34.62億

元，公司將用於資本支出，以擴大其冷鏈基

礎設施、增加營運資金和擴大產品線。

假設超額配售權完全行使，Golden MJTF

控股公司將可以從此次發行中淨賺8.6445億

元。

北極星肉商將不會收到出售出售股東股

份的收益。

北極星肉商在全國經營360家肉類特許經

營店。

公司在全國擁有809萬公斤的自有冷庫能

力，每天可運送高達12萬公斤的肉類。

根據其提交給證券交易委員會的最新時

間表，要約期將於5月30日至6月3日進行，計

劃於6月10日在證券署上市。

該肉類供應商和供應商已聘請BDO資本

投資公司作為唯一發行管理人，中銀資本將

作為聯席主承銷商和聯席賬簿管理人。

PNB資本投資公司和信銀資本投資公司

也將擔任聯席主承銷商。

Yaki Yaki：菲律濱式的日式款待

本市訊：Jan Domingo 和其妻子在日本大

阪（可以說被稱為日本國民廚房）散步時遇

到了一種奇怪的食物組合，他們認為這種食

物組合會吸引國內的菲律濱同胞。正如任何

旅行者都會告訴你的那樣——去當地人去的

地方，所以，他們在當地人也排隊光顧的位

於道頓堀的一家商店門外排隊。 他們嘗試了

章魚燒和炒麵，當他們吃飽時，他們突然靈

機一動。兩種食物的獨特互補性很有效——

他們知道他們已經為新店找到了下一個食品

概念。

Jan與JC Cabalatungan 合作，通過他們的 

Tasteexperts, Inc.，將章魚燒和日式炒麵的豐

盛組合帶到菲律濱。Jan和JC擁有相同的價值

觀、商業原則，並期待著朝著他們的共同目

標前進。

其琅琅上口的名稱增添正宗的日本風

味，所以，Yaki Yaki就誕生了。以菲律濱品

牌帶來日本風味，Yaki Yaki提供4顆49披索的

章魚燒，99披索的日式炒麵，155披索的盒

裝便當——任何菲律濱人都無法抗拒這個價

格。

憑藉他們擁有的一切——JC和 Jan於

2021年5月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在沓義市Calsada 

Tipaz 開設了 Yaki Yaki。他們一個小社區開

店，目標市場是C和D階級的消費群體。不

是每個人都可以去日本，尤其是那個時候，

但也許他們可以把日本帶給這裡的每個人。

這可能是艱難的時期，但這兩個最好的朋友

想看到疫情背後的機會。在他們心中，他們

只是想，疫情後肯定會有生活，他們繼續前

進。 很高興他們做到了，現在我們有了 Yaki 

Yaki。

兩人知道他們必須建立在一個堅實的產

品上，並努力構思和想出那種菲律濱人會喜

歡的食物。 Yaki-Yaki的章魚燒是最正宗的，

是用章魚而不是魷魚做的。他們的經典章魚

燒和奶酪扇貝是他們的最熱賣的產品。Yaki 

Yaki還提供其他產品，比如與豬排和雞排便

當盒。誔生在疫情期間，所以它們自然可以

在線交付。

目前，Yaki Yaki在大岷區有21家分店，

並戰略性地在SM購物中心和超市開設了分

店。他們真的在超市裡搶佔位置，因為他們

知道即使在疫情期間，超市也會營業，人們

仍然會去超市。Yaki Yaki正在尋求開放特許

經營，如果他們的店鋪達到30家，他們計劃

找一個代言人來進一步推廣Yaki Yaki，讓更

多的人了解並愛上它。

JC和Jan對初出茅廬的企業家的建議是，

疫情期間有更多的機會。他們甚至喜歡叫它

「偉大的均衡器」。我們都在一起，所以，

現在是時候大膽地去做了。

如果你腦中有一個概念，你開發一個

好的產品，提供合適的服務，與合適的人合

作，就會走在一起。JC和Jan之前甚至沒有接

受過正規的烹飪培訓，但在Yaki Yaki之前是

食品服務經銷商。他們認為你需要有3P的支

持——產品、人員、目的——這些是他們認

為最重要的。

Yaki Yaki 即將慶祝其周年紀念日，為了

感謝他們的顧客，Yaki Yaki 將於 2022 年 5 月 

16 日至 31 日舉辦週年紀念促銷活動——Piso 

Tako！ – 購買 4 件章魚燒，再加 1披索便可

多獲一份！ 光顧您最近的 Yaki Yaki 商店並

挖掘其美味產品！

圖左至右：益力多菲律濱（Yakult Philippines 簡稱YPI）的工程師Eduardo dela Rosa、
YPI副總裁Michael Eric Ong、CLENRO污染控制員LorelaiDacu、CLENRO負責人Lila Soquillo、
YPI總裁Alberto Dy Sun、El Salvador 市工程人員Kirvy Villocillo、YPI執行副總裁Horoshi  
Suzuki、YPI工程師Francisco Perlas和CraytonEnot。

益力多菲律濱環保植樹活動
本市訊：Yakult（益力多） 薩爾瓦多廠

旨在滿足人們對這一標誌性飲料的需求，並

開始將其生產線擴展到未獅耶和棉蘭佬島。 

它的目標是顯著增加 Yakult原味和 Yakult少糖

的日常產品總產量。

在2022年4月7日，益力多菲律濱（Yakult 

Philippines）總裁Alberto Dy Sun主持了一個植

樹活動。

該植樹活動是與東密沙密省El Salvador市

的地方政府合作舉行，這項活動是公司對位

於該市的Tuburan Spring生態園的環境和企業

承諾的舉措之一。

國庫局部份授予七年期國債
本報訊：在投資者要求高收益後，財吐

國庫局(BTr)部分授予了七年期國債(T-bond)。

該 債 券 的 票 面 利 率 為 6 . 5 ％ ， 而 其 平

均利率為6.428％，遠高於此前類似期限的

3.674％。

國庫局提供了350億元的債務票據，投標

金額為469.41億元。拍賣委員會授予了201.08

億元。

國庫局局長羅莎莉亞·德萊昂較早前表

示，在每週拍賣會上，投資者對政府證券要

求更高的收益率，因預期美聯儲將繼續加

息，自今年3月以來總共加息了75個基點。

德萊昂表示，由於全球石油和大宗商品

價格上漲，預計國內通脹率在今年4月升至

4.9％後，預計還會加速，投資者也在關注菲

律賓央行(BSP)上調的關鍵利率行動。

迄今為止的平均通貨膨脹率為3.7％，但

今年4月的數字已經超過了政府2％-4％的目

標範圍，

央行決策貨幣委員會(MB)將於週四召開

利率制定會議，外界普遍預計央行將批准將

關鍵利率上調25個基點。

逢低買盤推動菲股上漲 
披索匯率橫盤整理
本報訊：週二，逢低買盤活動再次

提振本地股市，而披索對美元繼續橫盤

整理。

基準綜合指數截至收盤時上漲92.54

點，漲幅為1.42％，至6594.66點；而全

股指數上漲27.37點，漲幅為0.78％，至

3533.65點。

當天大部分行業指標也跟著上漲，

以控股公司為首，上漲了2.13％。

緊 隨 其 後 的 是 房 地 產 業 ， 上 漲

1.67％；金融業，上漲1.22％；採礦/石

油業，上漲0.65％；工業，上漲0.60％。

只有服務業指數在下跌0.11％後收

於負值區域。

成交總量達到11.7億股，價值73.2

億元。

共計109只個股上漲，88只下跌，

50只收盤下跌。

雷吉納資本發展公司銷售主管路易

斯·林寧安表示：「儘管全球通脹擔憂，

但投資者繼續逢低買入菲律賓市場，一

些投資者擔心世界經濟最終可能不會陷

入衰退。」

外匯市場也感受到了風險情緒，導

致本地貨幣橫盤收盤，從一天前的收盤

價52.493元，收盤至52.425元。

當天披索開盤於52.45元，全天在

52.48元至52.41元之間交易，平均交易價

格為52.448元。成交額從前一個交易日

的5.4984億美元增至8.431億美元。

社保署澄清：
由於會計準則變更

導致淨虧損8439億元
本報訊：國營社會保障署（SSS）

週二澄清說，去年發生的8439億元淨虧

損主要是由於期內會計準則的變化。

根 據 社 保 署 的 說 法 ， 淨 損 失 是

由於轉換為符合菲律賓財務報告標準

(PFRS)4的標準。社保署總裁兼首席執行

官邁克爾·雷吉諾在一份電子郵件聲明中

表示：「與上一年相比，淨虧損增加是

由於我們的社保準備金中承認了不利偏

差(MfAD)的邊際。」

他繼續說：「MfAD是保守主義的

緩衝，我們在2021年開始的財務報表中

已經考慮到了這一點。」

該機構的任務是提供社會正義，並

為成員及其家人提供保護，使其免受殘

疾、疾病、生育、老年、死亡和其他導

致收入損失或經濟負擔損失的意外事件

的危害。雷吉諾在聲明中還保證，報告

的損失不會影響當前的現金流和資金狀

況，它仍然「在財務上可行」或為其利

益相關者提供利益。

2021年的現金流入為2620億元，現

金支出為2340億元，其中包括福利支出

和280億元的運營費用。

該機構還指出，保單準備金是對未

來淨負債的前瞻性估計，包括將發放給

成員及其受益人的福利支出。

雷吉諾說：「現在需要確認這些未

來負債，因為它們為我們提供了對我們

長期財務狀況的準確看法，作為我們的

指導，以及政府確保我們能夠持續為我

們當前和未來服務成員及其受益人。」

十年來稅務部門辦理
新增減稅降費8.8萬億元

新華社北京5月17日電 國家稅務總局副

局長王道樹17日介紹，十年來，稅務部門辦

理新增減稅降費累計8.8萬億元，我國宏觀稅

負從2012年的18.7%降至2021年的15.1%。

在當天舉行的「中國這十年」系列主題

新聞發佈會上，王道樹說，十年來，稅務部

門組織稅收收入超過110萬億元，為高質量發

展提供堅實財力保障。同時，在減稅降費等

宏觀政策綜合作用下，全社會創新創業活力

得到激發，「放水養魚」效果持續顯現。

「黨的十八大以來，全國新辦涉稅市場

主體累計達9315萬戶，年均增加逾千萬戶。

增值稅一般納稅人戶數由2015年底的544萬戶

增長至2021年底的1238萬戶。」王道樹說。

今年以來，我國實施新的組合式稅費支

持政策，預計全年退稅減稅約2.5萬億元，其

中留抵退稅約1.5萬億元。

王道樹表示，稅務系統圍繞大規模留抵

退稅這一關鍵性舉措，先後12次迭代升級信

息系統，「線上+線下」提速增效。同時，對

騙取留抵退稅違法犯罪行為堅持露頭就打，

4月1日至5月16日，共立案檢查涉嫌騙取留抵

退稅企業2880戶，全國已公開曝光留抵騙稅

案件118起。

中歐（亞）班列
「多點開花」

助力江蘇穩外貿
新華社南京5月17日電 搭載100個標箱、

貨重1150噸、貨值365萬美元的中歐班列（蘇

州）16日經滿洲裡出境，駛往奧地利、荷

蘭。

「貨物主要為電子產品、紡織品、電動

工具等。復工復產期間，鐵路運輸比海運和

空運更便利，因此中歐（亞）班列最先恢復

出口業務。」蘇州市國際班列貨運有限公司

總經理張帆說。

江蘇是中國製造業強省、外貿強省。本

輪疫情以來，國際海運一櫃難求、運費大幅

上漲，中歐（亞）班列「多點開花」，助力

江蘇外貿企業復工復產。

5月初，旭川化學（蘇州）有限公司9.7

噸聚氨酯原液出口至烏茲別克斯坦。「在中

歐（亞）班列助力下，企業在烏茲別克斯

坦、哈薩克斯坦等地拓展新客戶，預計年均

增收約900萬美元。」旭川化學（蘇州）有限

公司關務經理申留弟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