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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市場匯價
     新華社北京5月18日電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5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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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如下:
    100美元　　　　　　　　　　　　674.21人民幣
    100歐元　　　　　　　　　　　　711.04人民幣
    100日元　　　　　　　　　　　　5.2056人民幣
    100港元　　　　　　　　　　　　85.892人民幣
    100英鎊　　　　　　　　　　　　841.68人民幣
    100澳元　　　　　　　　　　　　473.99人民幣
    100新西蘭元　　　　　　　　　　428.79人民幣
    100新加坡元　　　　　　　　　　486.9人民幣
    100瑞士法郎　　　　　　　　　　678.11人民幣

披 索 匯 價
（二○二二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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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Metro任命
Caparas為新主席

本市訊：首都銀行旗下的投資銀行部

門—FIRST METRO Investment Corporation宣布

任命Mary Mylene Caparas為其新董事會主席。

自2022年4月28日起，她是第二位被選為最高

職位的女性。

Caparas女士將接替Francisco Sebastian。

Francisco Sebastian是現任GT Capital Holdings, 

Inc.董事長）。他還將繼續擔任First Metro諮

詢委員會的活躍成員。

Caparas女士自2020年以來一直擔任First 

Metro副董事長。同時，她還負責首都銀行

的機構銀行部門，她在銀行的企業銀行、投

資銀行、商業銀行、中小企業貸款、現金管

理和貿易服務的持續增長方面發揮了重要作

用。

在加入首都銀行之前，她在花旗銀行

（Citibank）工作了3年，擔任Citibank馬尼拉

分行的董事總經理和花旗交易服務部地區主

管，隨後，在Citibank香港擔任董事總經理和

客戶交付、財務和貿易解決方案區域主管。

她還在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 AG）馬尼

拉分行擔任了多個高管職位15年。

她將擔任First Metro董事長，因為公司

追求增長，專注於建設ONE First Metro—推

廣First Metro Group的所有業務（First Metro 

Investment、First Metro Securities Brokerage 

Corporation、First Metro Asset Management, 

Inc.)，同時利用首都銀行特許經營的實力。

First Metro總裁Jose Patricio Dumlao肯定

說：「Caparas女士被任命為我們的董事長

實在是恰逢其時。她在本地和國際銀行業

的業績記錄和豐富經驗，加上她同時擔任

Metrobank機構銀行部門負責人的職位，預示

著First Metro前景良好，因為我們加強投資銀

行業務，深化我們的First Metro Group內部的

協同效應，及進一步加強我們與首都銀行的

合作。」

GMA網絡2022年目標實現淨收入82億元
本報訊：廣播巨頭GMA網絡公司在去年

錄得公司歷史上最高的淨收入後，今年的目

標是更高的淨收入。

GMA網絡公司主席兼首席執行官菲利佩·

戈宗在週三的公司年度股東大會上披露了公

司2022年的利潤和資本支出(capex)指引。

戈宗說：「公司今年預計的稅後淨收入

為82億元，而2022年的資本支出估計約為20

億元。」

2021年，GMA網絡公司錄得淨收入75.7

億元，同比增長26％，創下公司歷史最高紀

錄。

去年合併收入增長16％至224.5億元。

截至2022年第一季度，GMA網絡公司繼

續保持穩健增長，綜合收入同比增長7％，稅

後淨收入同比增長5％。

戈宗說：「我們樂觀地認為，進入2023

財年的選舉後收益將按預期走上正軌。」

他表示，GMA新聞和公共事務部對5月9

日選舉的報道在在線觀看次數和電視收視率

方面勝過競爭對手。

戈 宗 說 ： 「 G M A 網 絡 公 司 的

Eleksyon2022報道是國內最大、最值得信賴的

選舉報道。到目前為止，它也是GMA最昂貴

的。」

他補充說：「GMA、GTV和GMA新聞在

線在收視率和在線觀看方面遙遙領先於競爭

對手。」

GMA網絡公司主席指出，GMA網絡是第

一個播放部分非官方選舉結果的電視網絡，

「比競爭對手早了幾分鐘」。

戈宗說：「菲律賓人在5月9日至10日訪

問Eleksyon2022網站以獲取最新消息和民意調

查結果，兩天內GMANews Online的頁面瀏覽

量達到7890萬次。」

他 補 充 說 ： 「 從 5 月 8 日 至 1 0 日 ，

Eleksyon2022馬拉松報道的直播在YouTube上

吸引了770萬次觀看，在Facebook上吸引了

1100萬次觀看，在TikTok上吸引了240萬次觀

看。」

戈宗援引多平台視頻消費跟蹤器Tubular 

Labs的數據表示，GMANews的平台「在同一

時期繼續成為菲律賓新聞機構中最受關注的

賬戶」。

江蘇盱眙小龍蝦開捕
5月18日，農業工人在江蘇省淮安市盱眙縣國家現代農業產業園內展示小龍蝦。當日，第22屆中國·盱眙國際龍蝦節開捕儀式在江蘇省

淮安市盱眙縣舉行。盱眙縣地處淮河下游、洪澤湖南岸，小龍蝦是當地經濟產業、商貿旅遊的一張閃亮名片，產業規模超百億元。近年來，
盱眙縣全面推廣「蝦稻共生」新型種養模式，目前全縣「蝦稻共生」種養面積達66.5萬畝。	 	 	 	 	 <新華社>

國內流動性高企 
TDF利率上升

本報訊：由於國內流動性仍然很

高，週三菲律賓央行（BSP）定期存款

工具（TDF）的利率仍上漲。

央行數據顯示，7天期TDF的平

均利率從5月11日的1.9599％微升至

1.9823％。

14天期TDF的利率也從前一周的

2.0287％上升到2.0932％。

央行提供了1200億元一週期TDF

的融資，投標總額達到1461.7億元。因

此該標的被全額授予，投標標覆蓋率

達到1.2181。

而兩週期TDF的投標達到1817.92

億元，也高於1400億元融資額。

拍賣委員會也全額授予，投標覆

蓋率為1.2985。

央行表示，每週拍賣會期間提交

的投標金額，證明了國內流動性仍然

很高。

它在較早前將TDF利率的上升歸

因於國內流動性狀況的正常化。

菲股延續升勢 披索匯率橫盤整理
本報訊：在週四菲律賓央行貨幣委員會

(MB)政策會議之前，週三本地股市延續前一

天的升勢，但披索對美元匯率橫盤整理。

基準綜合指數截至收盤時上漲132.94

點，漲幅為2.02％，至6727.60點；而全股指

數上漲56.41點，漲幅為1.60％，至3590.06

點。

大多數行業指標也跟隨綜合指數上漲，

採礦/石油業領導上漲，漲幅為2.72％；其

次是服務業，上漲2.70％；控股公司，上漲

2.68％；工業，上漲2.41％；和金融業，上漲

1.99％。

只有房地產指數下跌0.60％，收於負值

區域。

成交總量達到16億股，價值77.5億元。

共計134只個股上漲，60只下跌，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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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股票在央行會議之前

被買入，投資者消化零售數據符合普遍預

期。」他表示，在今年第三次利率制定會議

上，決策機構貨幣委員會預計將上調其關鍵

利率25個基點。

如果這一預測成為現實，這將是央行在

2020年將關鍵利率下調200個基點後的首次加

息，該利率旨在吸引人們借貸，以確保經濟

活動在大流行病的情況下保持強勁。

經濟學家表示，在今年第一季度以國

內生產總值(GDP)衡量的增長率高於預期的

8.3％之後，央行有了提高其關鍵利率的餘

地。

在海外，美國商務部報告稱，儘管通脹

加速升至40年高位，但2022年4月零售額增長

0.9％。

與此同時，本地貨幣從週二的52.425

元，輕微收跌於52.45元。

當天披索開盤於52.35元，收於前一天的

52.45元。

全天披索在52.35元至52.465元之間交

易，平均交易價格為52.422元。

成交額達到8.059億美元，低於前一個交

易日的8.431億美元。

土地改革收益者納入ANI電子商務平台
本報訊：上市農業公司ANI萬興實業有

限公司(以下簡稱ANI公司)正在將土地改革受

益人納入其電子商務平台，以將他們與菲律

賓和其他國家的商人聯繫起來。

ANI公司在一份聲明中表示，它與土地

改革部(DAR)簽署了一份諒解備忘錄(MOU)，

涵蓋土地改革受益人(ARB)和土地改革受益人

組織(ARBO)。

根據諒解備忘錄，ANI公司表示其項目

「旨在通過數字在線平台aniexpress.1ani.com.

ph為土地改革部的土地改革受益人/組織提供

便利。」

ANI公司表示，其在線電子商務平台是

其以「從農場到餐桌模式」為核心，該模式

旨在幫助我國偏遠農村的稻農穫得融資和收

穫後的農業機械，以提高他們的收穫和收入

收入。

該公司表示，其項目將創建一個生態

系統，「其中土地改革受益人可以輕鬆地與

商家聯繫，並通過機構買家確保他們的收成

市場。」ANI公司補充說，它還將作為農業

改革受益者的產品的機構買家，作為整合者

並促進產品提取的物流，為土地改革部提供

一個門戶以生成報告並監控營銷和交易的狀

態，並協助土地改革受益人根據市場需求進

行農場計劃和管理。

它補充說，營銷合作夥伴關係是該公司

向土地改革部提出項目建議的初始階段。

該公司表示，該項目有望在項目後期為

土地改革受益人的金融普惠提供數字金融基

礎設施。

ANI公司成立於1997年，產品出口到

亞洲、中東、歐洲和北美。其品牌包括Big 

Chill、Tully's、Cheesecake等，以及通過自動

售貨機、售貨亭、自助餐廳和咖啡店提供的

植物性肉類替代品Fit Bites，提供一系列食品

和飲料產品線。

5月22日起CAVITEX上調通行費
本報訊：收費公路運營商週三宣佈，馬

尼拉-甲美地收費高速公路(CAVITEX)的收費

上漲計劃已推遲至5月22日。

在一份聲明中，CAVITEX運營商Cavitex

基礎設施公司(CIC)及其合資夥伴菲律賓墾務

局(PRA)與收費監管委員會(TRB)合作，表示

CAVITEXR-1段的新收費率將是2022年5月22

日起實施。CAVITEXR-1的新收費標準原定

於2022年5月12日開始實施。

一類車的收費應從當前25.00元上調到

33.00元；二類車從50.00元上調到67.00元；三

類車從75.00元上調到100元。

Cavitex基礎設施公司說：「今年5月12日

在帕拉納克收費站實施的計劃被推遲，以便

為公共事業車輛（PUV）司機和運營商的註

冊提供更多時間。」


